
��������	
���������	
���������	
���������	
�

������������

������������������������������������

������� !"#$%������� !"#$%������� !"#$%������� !"#$%&'%&'%&'%&'%����

()�����$%�*+,()�����$%�*+,()�����$%�*+,()�����$%�*+,

Women's hidden agency in everyday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female students at the Ch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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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 of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is not limited to the use of 

community media.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everyday life should also be identified as a sphere of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my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f four married 

women who took courses in Chi-Mei Community University. From their cases, the 

agency of married women who lived under traditional social restraints was 

distinctively uncovered. 

    As long as these female students found their own way out of domestic life, they 

voluntarily became mediators in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They helped Chi-Mei 

staff not only in running courses more smoothly but also in building rapport with 

local inhabitants successfully. All these female students identified themselves with 

the roles of "wives and mothers." However, based on the different resources they 

acquired, they developed various tactics in the re-negotiation of self-identities 

during the post-parental period. In one case where the husband had more power over 

his wife, the wife swiftly came up with strategic approaches that instead helped her 

gain the advantages over her husband (sometimes even without his knowing it).  

    With this kind of wit cultivated from daily communications, while studying in 

Chi-Mei Community University, these married women even foster certain tacit 

knowledge which can be defined as "empathy" and "gift economy". By making use 

of tacit knowledge, these women translated the concepts advocated by Chi-Mei staff 

into real actions. And they were able to mobilize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in taking these actions as well. Yet they did not associate their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with the abstract concepts, but attributed the actions to their sen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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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ngings as a community with Chi-Mei and the people whom they admired. 

  These female students actually underestimated their importance in community 

mobilization. In fact, after Typhoon Morakot seriously damaged southern Taiwan in 

August 2009, the community networks fostered by women’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layed crucial roles in delivering materials to those victims in need. 

This was a good example of how the loosely connected networks could be activated 

at some critical moment while community mobilization is urgently required. 

Keywords: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gency, relational agency, mobilization, 

feminism, community mobilization theory, tacit knowledg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gif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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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位於社區權力核心以外的女性能動性位於社區權力核心以外的女性能動性位於社區權力核心以外的女性能動性位於社區權力核心以外的女性能動性 

台灣女性在社會運動和社區運動之中扮演的角色，從大眾傳媒的再現來看，

經常侷限於單一且刻板的形象。 

    例如在 2010年到 2011年之間，當透過社交網站發起的民主運動與社會運

動，如「阿拉伯之春」和「佔領華爾街」等，於全球各地風起雲湧。美國時代雜

誌甚至將「示威者」（The Protesters）選為 2011年的年度風雲人物，理由是「這

些人重新定義了人民力量」（沈雅雯，2011年 12月 29日）。網路普及率極高的

台灣，不遑多讓搭上了這股網路動員熱潮。台灣社運團體選出的台灣「2011社

運風雲人物」中，除了反國光石化運動的彰化環保聯盟理事長蔡嘉陽，另有一位

農村女性洪箱獲選。 

    但在中央廣播電台的報導中，這位農村女性是以「苗栗灣寶農地徵收事件受

害者」以及「傳統婦女」的角色登場： 

    ……至於洪箱，則是位傳統婦女，為了農地徵收事件而勇敢站出來，從與世

無爭的農民成為捍衛家園的公民，展現了台灣農民的生命力。洪箱在聽到自己獲

選時，直說這沒什麼，她只是想要安分地當個農民；上街頭抗議只是為了守護家

園。（沈雅雯，2011年 12月 29日） 

    在主流媒體將洪箱形塑為模糊的「傳統農村婦女」形象之報導框架下，未試

圖解釋其作為一個農村女性的能動性，指出她究竟透過哪些機制與過程來參與社

運動員，而僅是將她描繪為普遍農民群體中的一員。 

    然而，根據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企劃課課長張雅雲（2011）以及公視文

字記者胡慕情（2013）的說法，發動組成灣寶社區自救會的洪箱不只是一位「傳

統婦女」，她曾擔任過民意代表，此外還是灣寶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從去年到今年，不論是灣寶社區北上抗爭、田間農事勞動和社區公共事務參

與，會發現都有灣寶社區婦女投入的身影，而擔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洪箱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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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也是行動中的發言代表。（張雅雲，2011） 

    除此之外，洪箱還是一位「社區媽媽」。灣寶社區中，社區媽媽們平日參與

社區的公共事務，而這類社區事務多半是傳統家庭母職的延伸，如在每年的灣寶

西瓜節上，為幾百位參與者準備午餐和茶水、幫忙做接待等（同上引）。這些以

社區為單位、女性個人為核心來經營的人際網絡，使灣寶社區得以動員起來，進

而成為抗爭性社會運動的基礎。 

  上述這類融入日常生活的社區動員，雖然不及抗爭性的社會運動來得顯著，

卻構成了抗爭性社會運動動員的基礎網絡，當中女性往往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

色。像洪箱扮演多重角色的案例，可說是台灣社區營造歷史積累，所造就的農村

婦女參與社區事務的「服務者」之典型。不過洪箱同時擁有社區「領導者」的權

威性，屬於接近社區權力核心的人物。只是這些複雜的角色扮演，卻未能在主流

媒體上被具體呈現，僅是籠統地被包覆在「傳統婦女」的外衣之下。 

    回顧過去在社區發展和社區營造領域的相關研究，社區女性所具備的能力，

以及她們在社區動員過程所發揮的作用等，似乎並沒有受到太多重視。不僅是積

極參與社區營造或社會運動的女性角色被低估，位於社區權力核心之外的女性更

是隱而不見。例如在 1976年到 1985年間，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曾採納「婦

女發展中」（Women in Development, WID）路線，將女性視為「未開發的資源」，

並希望透過發展手段，讓女性作出經濟上的貢獻。但這些參與婦女發展的機構，

並沒有正面挑戰社會性別問題。在社區內，決策權仍多由男性把持，婦女往往只

是處於計劃理論和實踐的邊緣地帶（Moser, 1985／劉東曉譯，1997）。 

台灣的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實踐經驗也顯示，女性經常被排除在領導權力之

外（張雅雲，2003；方雅慧，2009），大多扮演著默默支援男性幹部的「跑龍套」

角色（方雅慧，2009）。這些角色是既有的社會性別所界定的妻子與母親角色之

延伸，例如有責無權的社區媽媽，而社區的發聲權與領導權力，往往仍掌控在男

性的手裡，女性似乎只是被動地接受動員。所謂女性的社區參與經驗，常被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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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複製主流觀點，對於女性的社會角色持有偏見。 

    對於社區女性能夠做的事，若以 Giddens（1984）結構化理論對於能動性

（agency）的定義來觀察之，所謂能動性，是指行動者即使在結構的限制下所能

做的一切，不論是出於可用語言敘述的動機，或是無意識的行為導致的結果。且

如 Giddens（1979）所說，時間（time）、空間（space）和結構（structure）等三

種面向的交會構成了社會行動。能動性或行動（action），是持續的、有著因果關

係的行動流（a continuous flow of conduct）。社區女性的能動性，就隱藏在她們

所能做的「一切事情」之中。例如她們過去的各種生命經驗，都可能在一連串有

因果關係的行動流中，輾轉化為推動她們參與社區事務的動力。 

    不過許多對於社區女性能動性的探討，不論是從教育觀點出發，或是從空間

政治來解讀，偏重於觀察「傳統女性」如何經由參與社區事務，慢慢取得公開發

言權的階段。像是研究者會把焦點放在女性如何透過社區學習、社區工作而被賦

權的過程上。同時，研究者會強調女性能藉由此「培力」（empowerment）過程，

使個別的主體連結成社群，協力進入公共領域，改變原本由父權社會霸權掌控的

社會角色分配，取得主導公共空間（或領域）的權力（張雅雲，2003；方雅慧，

2009）。如張雅雲於白米社區女性性別與空間實踐研究裡指出： 

女性是在地生活空間的使用者，對環境存在高度的敏銳度，更有其主觀的使

用型態。只是她們缺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經驗，只要提供學習環境與舞台，在社

區空間議題，她們肯定是主宰者。（林瑞木，轉引自張雅雲，2003，頁 93） 

這些研究確實描繪出女性如何藉由外力幫助，逐步拓展生活圈、培養批判能

力和取得更大的影響力。但這些主張也因為以「公共參與是需要被學習的」作為

前提假設，可能仍然低估了那些始終位於社區組織或社運團體權力核心之外的女

性之能動性，以及她們雖非有意識地想要奪取特定空間的主宰地位，但透過一些

日常生活裡很少被注意到的小技巧，仍舊得以「自我培力」的過程。 

反而是一些非傳統意義上的「公共參與」相關研究，指出了過去被視為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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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的女性，如何透過各種行動或言說，鬆動了社會強加在她們身上的意識形態

和社會定位。像是性產業在結構上，曾被部分女性主義者視為使女性無力反抗的

場域，但何春蕤（2001）在和台灣性工作者對話中，發現許多性工作者於工作實

踐裡，早已創造出某種「專業操演」和論述建構，且透過性工作專業的自我轉化，

重新塑造了對性工作的文化想像；藍佩嘉（2008）在台灣雇主和東南亞幫傭的互

動關係裡則發現，當女雇主試圖在女主人和女傭之間劃出分界線時，東南亞女性

家務移工則經由實作與敘事，讓這條界線變得可流動與穿透。這些研究都指出，

雖然社會施加於女性身上的傳統性別意識和定位，確實在結構上帶來了限制，但

女性主體作為能動者，在日常生活場域裡仍然得以巧妙施展「軟性反抗」的力量。

這種不經意的行動，或隱而不顯的技巧，還可能在一連串行動流的發生後，成為

社區運動的動員關鍵。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從社區傳播角度探討女性個人從社區傳播角度探討女性個人從社區傳播角度探討女性個人從社區傳播角度探討女性個人到到到到形成形成形成形成群體群體群體群體之能動性之能動性之能動性之能動性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企圖讓結構和行動主體不再成為對立的兩面，至今

已廣泛被運用於傳播研究之中。特別是在組織傳播的領域，結構化理論已被用於

分析組織成員內的權力關係，或是組織中的層級或制度如何透過結構化，化為符

號修辭的運用等（趙雅麗、劉慧娟，1996）。 

然而在女性主義相關研究中，從 199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女性主義政治哲

學家們熱衷於女性的社會解放（social emancipation），女性在政治上的能動性頗

受到關注，但在能動性的理論基礎方面，各方說法莫衷一是（Kennelly, 2009）。

例如 Butler與 Benhabib的辯論，圍繞在自主性（subjectivities）的建構上（同上

引）。Butler（1995）認為，從啟蒙時代的現代性中所延續下來的主體概念，應該

透過持續解構，讓女性從既有類屬裡解放出來，才能發掘主體建構當中的壓迫因

素。Benhabib不同意 Butler 所說的解構能夠達成解放的目標。她提出一套相對於

溝通行動（communication action）的敘述行動模式（narrative model of action），

認為主體透過說故事和「編織敘述網絡」（the weaving of a web of narrative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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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得以展現出創造的過程（Stewart, 2001）。Archer（1995）則認為 Giddens

結構化理論，因仍然偏重於當下的主體行動如何反映社會結構，不足以解釋個人

行動與社會結構變化之間的因果關係。 

為了找出個人行動和社會變化之間的關聯，McNay和 Lovell等幾位女性主

義學者延續這場關於能動性理論的辯論，但另闢蹊徑，轉而汲取 Bourdieu社會

─文化理論中的 habitus等概念（Clegg, 2006; Kennally, 2009）。Bourdieu指出，

habitus是行動者過去的行動殘餘（active residue），是被結構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它塑造了行動者的感知、思考和行動，並在當下行動中展現（Crossley, 

2001）。以 Bourdieu的社會─文化理論為基礎，Lovell（2003）進一步認為，關

於能動性的理論，不能僅侷限在個人主體（the subjected self），還要將焦點放在

政治互動的社會關係上，以及特定社會變遷發生時的歷史情境。也就是說，除了

個人（individual）的能動性之外，另一種建立在關係上、集體（collective）層面

的能動性（特別是展現在政治領域上）也應受到注重（Kennelly, 2009）。 

如 Archer（2000）為了解釋個人行動者和集體行動者如何發生互動，使改變

成為可能，提出了現實與個別知識形態的三種秩序（three orders of reality and their 

respective form of knowledge），包括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社會秩序（social 

order）和兩者交會之間的實踐秩序（practical order）。而在這個複雜的網絡中，

任何一種能動者，不論是個人或集體，都是特定歷史社會情境的產物。 

Lovell（2003）更提出建言，指出有效率的政治能動性是互動與集體的

（interactional and collective）。她以 1950年代非裔美國人爭取公民權的時代背景

下，Rosa Parks拒絕讓位給白人為例，指出當個人做出某些行動選擇時，可能是

因為她（他）已經注意到，先前有其他人做過類似的行為，但沒有招致過去預料

中的社會回應。而這些個人的行為選擇，和當時社會潮流、社會集體反應等息息

相關。 

2012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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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則指出，社會的規範、市場和機構（institutions）等，能夠塑造女性的個人能

動性，例如它們可以決定賦予個別女性多少資源和選擇性。但從另一方面來看，

女性若形成社群，作為一種集體，還可能反過來改變社會。該報告中更明確指出，

女性作為群體的集體能動性，仰賴且決定了個人的能動性。像是女性不僅只能透

過正式的政治管道來發揮影響力（這些正式管道往往最受到社會規範性別意識的

限制），還能透過組成非正式的群體或組織產生集體行動，藉此改變生活環境。

但這些集體行動成功與否，仍仰賴個人行動的有效選擇。 

從上述觀點來看，若將能動性分為個人和集體的層次，所謂集體能動性不僅

指社會結構和集體意志，也包括個人形成群體後的集體行動，該行動既由個人行

動所決定，也同時塑造了個人的行動選擇。在能動性的集體層面上，Kennelly

（2009）提出「關係能動性」概念。同樣以 Rosa Parks的故事為例，Kennelly指

出，事實上 Parks的行動選擇不只受到當時社會運動和價值觀改變的影響，她和

這些社運領袖有私交，她本人也是社運組織的長期成員之一。是她個人的社運參

與經驗，以及和這些社運人士的人際網絡關係，提供了她資源、知識與能力去做

這樣的行動選擇。 

而前述洪箱的案例則顯示，女性作為參與社區事務的主力，確實是建構社區

人際網絡的重要節點與橋梁。這些網絡既是社區行動的基礎，也可能在特定時機

點上，為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提供動員所需的人力和物力。不過女性在日常生活

中展現的個人能動性，像是她們和鄰居或親友的頻繁互動，針對與社區日常生活

相關的議題進行意見交換，甚至為家庭生活環境帶來某些改變等，在公私領域截

然二分的概念下，卻常被視為不值一提的閒話家常或微不足道的瑣事，而被排除

在公共性之外。事實上，傳統被歸類於女性私領域的互動，很可能隱藏著與公共

議題相關的論述。例如主婦聯盟即是從「菜籃」與「搖籃」等兩個與婦女生活相

關的議題作為出發點，至今已經發展為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公共行動社團（張雅

雲，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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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社區動員相關研究也指出，個人社區參與的程度和意願之提升，不但需

要透過在公領域的交流來達成，更需要以在非正式場合建立的私人關係為基礎。

後者的重要性甚至可能比前者更為關鍵。如方雅慧（2009）在屏東女性社區工作

者自發組成的共學社群研究中發現到，自主形成社群的成員，因為社群協調者在

當中鼓勵私人空間的發展，成員的私下互動，是讓成員願意停留在社群網絡當

中，進而建立信任以及整個社群集體認同的要素。 

  女性社群作為女性取得社區權力的基礎，而社群的建立不只仰賴檯面上的交

流，也需透過非正式的頻繁互動，一方面使網絡中的人際關係得以被深化，另一

方面則使女性對社群整體產生認同感。所以將社區生活空間截然二分為私領域和

公領域，不但無法真正反映女性在社區的人際網絡互動過程，也無法描繪出女性

作為個體的能動性（individual agency），是透過哪些機制轉化為女性社群的集體

能動性（collective agency）。 

儘管 Giddens結構化理論受到部分學者批評，無法全然解釋個人與集體能動

性之間的互動和關聯，但 Giddens提出的行動流概念，將個人無法用語言解釋動

機的「無意識」行動所帶來的結果，都納入個人能動性的囊括範圍內，能夠為社

區女性非出自明確政治動機的人際溝通和人脈網絡建立，卻能被運用在社區行動

或社會運動中之現象，提供理論基礎。而 Kennelly（2009）在探討出於政治動機

的集體能動性之轉向，所衍伸出的關係能動性概念，則可用於解釋以個人為核心

的人際網絡建立（即使部分人際互動並非出於有意識的政治參與目的），如何形

成集體動員，產生女性社群作為集體的能動性。 

  因此本研究試圖從廣義的社區傳播（林福岳，1998）角度出發，以生活在特

定社區空間內的女性個體作為觀察對象，從她們於日常生活中的人際傳播情境著

手，觀察她們如何在結構限制下展現出個體的能動性，特別是在人際網絡的建立

方面。而她們的個體能動性，又會在什麼樣的情境下，轉化為形成集體的能動性，

並且使既有人際關係成為可供動員的社區網絡基礎，和社區運動或社會運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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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問題意識────────找出隱藏在社區傳播中的女性個人找出隱藏在社區傳播中的女性個人找出隱藏在社區傳播中的女性個人找出隱藏在社區傳播中的女性個人到到到到集體集體集體集體之之之之能動性能動性能動性能動性—以旗以旗以旗以旗

美社大女性學員為研究對象美社大女性學員為研究對象美社大女性學員為研究對象美社大女性學員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以高雄旗美社區大學的女性學員為研究對象，原因在於旗美社大

是南台灣著名的美濃反水庫運動之延續，誕生背景深具社運色彩。旗美社大以台

灣第一所農村型社區大學自居，主張透過「讓農村學習、向農村學習」，建立起

農村意識，除了呼應社區大學「將知識從主流價值中解放」的理念，也有把該理

念牽引到實際動員的意圖。而社區運動的發動和集結過程，必然涉及社區傳播的

運作。 

教育學者 Freire曾提出培力（empowerment）概念，主張以教育來達到賦權

的目的（Ayish, 2010），社區大學正是典型的實踐方式之一。被列為「非正規學

習」性質的社區大學，與以社區發展協會等組織為核心的社區營造運動相比，雖

然同樣涉及社區網絡的經營，與社區發展協會等組織時有相互支援之處（例如部

分社大會和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提供社區居民進修課程），但社區大學體系更強

調知識解放的目標。 

  王仁癸（2009）指出，當台灣大學教授黃武雄在 1994年提出在台灣設立社

區大學的構想時，是希望借由知識解放來改造社會，使知識不被高等教育、菁英

所壟斷，達到知識平民化的目的。而後教育部受到終身學習運動潮流的驅使，在

1998年 3月公布的「學習社會白皮書」中，強調在終身學習體系中，社區扮演

了重要角色。於是在台北市政府的支持下，1998年 9月台灣第一所社區大學「文

山社區大學」誕生。 

    文山社大成立後數年間，社區大學如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興起。松山社區大

學校長蔡素貞曾表示，社區大學不僅將平民化的學習嵌入社區，社區大學也提供

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文化深耕、凝聚社區共識等機會，可說是一種建構公民

社會雛形的整合模式（蔡素貞，2006）。因此，社區大學的成立原本即帶有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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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參與動員人力之目的。以旗美社大為例，作為台灣少數的農村型社區大學，

除了為學習資源相對較少的農村地區提供進修的機會，也致力於將教學資源和其

他公共行動社團所關注的農村議題連結起來。 

    觀察這些社區大學中的學員組成，其中女性學員數量顯然高於男性學員。陳

雪玉（2004）〈台灣婦女教育政策之現況與發展〉簡報指出，教育部曾於 2003

年針對全台 55所社區大學進行調查，發現 74,944位學員當中，女性學員達 53,283

位，比例達 70%以上。社運色彩濃厚的旗美社大在學員組成方面，也和台灣許多

社區大學一樣，以女性佔最多數。所以旗美社大辦學時所展現的動員與社區傳播

等現象，結合旗美九鄉鎮、鄰近鄉鎮女性參與旗美社大課程學習的活躍程度，使

之成為本研究合適的觀察場域。 

    同時我也希望，此研究能作為南台灣具指標性的反水庫運動研究之延續，探

討抗爭性社會運動如何透過社區女性的個人和集體能動性（這些能動性過去可能

是被低估的），使外來的公共行動社團得以和社區在地產生連結，讓由下而上的

草根行動理念，真正落實在社區最基層的日常生活和人際網絡當中。 

    儘管過去以女性社區教育為觀察對象的研究，多從教育領域的研究旨趣出

發。例如黃鈺樺（2004）〈女性主義觀點在社區大學婦女教育之應用〉，探討了女

性主義觀點如何運用在社區大學的可能性和具體做法。但這些研究也發現到，女

性的社區學習本身是集體的、涉及社群的現象，而不僅侷限在個人能力培養的層

次。若將研究對象從個人層次，拓展到整個學習社群的運作時，也會發現到在自

發性的群體學習現象的背後，存在著引導並支撐著該學習網絡的女性個人與集體

能動性。參考方雅慧（2009）《「我」與「我們」－女性社區工作者社群意識的修

練軌跡》研究發現，雖然該研究並非以社區大學為研究場域，而是以自發形成共

學群體的女性社區工作者作為研究對象，但當中也明確談到，在自發性的女性共

學社群中，正式與非正式的人際網絡之建立，乃是深化互動的關鍵要素。而人際

互動與網絡建立，正是傳播領域的研究旨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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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許多社區傳播相關研究，常是以社區媒體作為研究對象，例如在九二一

地震後一年內，受災社區先後共出現四十份社區報競逐發聲，此現象受到許多傳

播學者的關注（林福岳，2000；須文蔚、方雅慧，2000；蔡鶯鶯，2010）。而莫

拉克風災發生後，以網路為平台的社交媒體，因在救災期間發揮了傳地即時訊息

的作用，社交媒體功能再度受到矚目（鄭宇君、陳百齡，2011）。不論是網路媒

體或社區報，固然可以成為社區對內和對外聯繫的平台，但是在農村社區內部，

最常被運用且深入生活當中的傳播方式仍然是人際傳播。 

    林福岳（2002）在研究美濃反水庫運動論述時即指出，在形成社區「共識」

的過程中，社區內部的傳播通道發揮了連結的功能。當中訊息的互動交流、集體

記憶的建構等等，都是傳播功能的體現。廣義的社區傳播其實是無所不在的。如

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的自我敘事、經驗分享行為等存在於社區基層的人際互

動，除了作為人際傳播與組織傳播的一部分，由於它們的傳播情境是在特定社區

或社群脈絡中所產生，也理應被視為一種廣義的社區傳播。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再結合紮根理論的資料分析方

法，以更廣義的社區傳播角度，探討女性社區學習背後隱藏的日常生活網絡互動

和連結，發掘女性在當中展現（卻常被忽略）的能動性。此外本研究也希望使社

區傳播和女性社區學習等兩種研究旨趣，能夠產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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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文獻文獻文獻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本章第一節部分，首先說明能動性在個人和集體層面的定義。之後研究者釐

清廣義的社區傳播之定義，說明為何透過廣義的社區傳播觀點，能夠發現社區女

性個人和作為群體的集體能動性之原因。而後針對女性建立人際網絡、將個人經

驗轉換為集體經驗的過程，分析女性能動性可能具體出現在哪些環節上，當中可

能經歷了哪些機制的轉化，作為日後進入田野調查場域所要觀察的重點。 

    第二節部分，研究者回顧台灣脈絡下的社區發展歷史，以及女性在社區扮演

的角色，如何隨著社會變遷而發生轉變。女性自身又如何在社會結構限制下發揮

能動性，影響並改變社區參與的潮流。例如女性透過形成集體力量，爭取在社區

發聲、將傳統上私領域的議題轉為公共議題，並且和男性競爭社區權力位置等現

象。 

    由於在社區參與的動員上，學習和教育經常被視為一種用來培養社區參與人

才的手段，且在社區中的非正規學習社群中，如社區大學，當中女性學員的比例

往往占多數。因此第三節聚焦在社區大學場域中的女性學習上，探討社區大學如

何為社區女性提供有利的社會結構。社大成立背後的理念，又如何在女性能動性

的中介下，與女性特殊的在地知識經驗產生連結，形成社區動員的基礎。 

    在第四節部分，則回到本研究所關注的研究場域—旗美社大。本節除了回顧

旗美社大的成立背景，也說明研究者在與旗美社大接觸的經驗，如何醞釀出此探

討女性能動性的議題之過程，並且提出具體的研究問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廣義社區傳播中的女性廣義社區傳播中的女性廣義社區傳播中的女性廣義社區傳播中的女性能動性能動性能動性能動性 

  本研究企圖從社區傳播的觀點，描繪出女性在參與旗美社大課程的過程中展

現的個人和集體能動性。首先研究者從 Giddens結構化理論著手，探討何謂個人

主體的能動性，而後將焦點轉移到近年來女性主義者對於能動性的解讀，以及作

為引導女性從事政治運動的集體能動性，與個人能動性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之

後研究者探討廣義的社區傳播概念，並且解釋為何從社區傳播的角度，可能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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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個人能動性轉化為集體能動性的過程和機制。 

一一一一、、、、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的的的的個人個人個人個人能動性能動性能動性能動性與與與與作為作為作為作為群群群群體時體時體時體時的的的的集體能動性集體能動性集體能動性集體能動性 

從 Parsons結構功能論的觀點來解釋能動性的概念時，由於結構主義者認為

主體性乃是透過語言所建構的，人的能動性常被過度簡化為已經內化的價值或需

求。因此 Giddens批評結構主義忽略了社會也是由成員主動建構的事實，結構主

義者對行動者主體性的輕忽，也導致無法解釋社會的變遷（賴光祺，2007）。 

例如有研究指出，即使是社經地位不高的女性，生活在由男性支配的父權關

係中，也能根據情境不同採用不同的協商模式，展現出改變現況的能動性

（Kandiyoti, 1988：轉引自唐文慧、王宏仁，2011）。唐文慧、王宏仁（2011）的

〈結構限制下的能動性施展：台越跨國婚姻受暴婦女的動態父權協商〉研究則發

現到，跨國婚姻下的受暴婦女並非如媒體所描繪的那般軟弱無力，而是會利用社

會結構下的某些優勢（例如台灣推動了家暴防治法，以及台灣有著以中小企業為

主的市場結構），進入就業市場，累積個人資源，作為改變與夫家權力不對等關

係的籌碼。 

    Giddens（1979, 1984）所提出的「結構化理論」，即試圖解決結構（structure）

和能動性（agency）在結構主義中的對立關係，將兩者化為一體兩面的雙重性（許

殷宏，1998）。在結構化理論中，Giddens認為，行動是不斷持續的過程。雖然行

動者擁有反思性監控的能力（也就是行動者可以監控自己的活動，也期望他人這

樣監控自己，此外也會監控自己所處情境的社會特性和物理特性），而人們也總

是假定，可以透過意圖來界定主體的能動性。Giddens認為，如果行動者相信或

知道該行為會帶來哪些後果，並利用此知識加以實現，此行為便是「有意的」。

因此所謂行動的動機，大多數情況下是指通盤的計畫或方案。 

例如 Thompson（1980）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書中，把階級的形成視為動態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同時透過能

動性（agency）和結構（conditioning）所形成。人們之所以擁有共同的階級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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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由人際之間的「關係」所產生，不論這些關係是與生俱來或自願建立的

（Storey，2009）。所以 Thompson認為，是「行動者」影響了歷史發展的方向。

個人即便在結構限制下，仍能基於過去經驗採取「有目的」的行動，透過關係建

立而產生改變事物發展的能力（朱若蘭，2003）。 

    但 Giddens指出，事實上行動者不盡然能夠用語言表述自身行為的每個部

分。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很少出自於可用明確語言來敘述的動機之激發，也就

是行動者自身不一定能覺知到每個行為背後的明確目的。雖然日常生活多是遵循

意圖而發生的持續行動，但行動仍會產生「意外」的後果。這些意外的後果還可

能反饋回來，成為下一波行動未被認識到的條件。所以能動性並非僅指行動者的

意圖（目的），也包括行動者做這些事情的能力──行動者在行為順序的任何階

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行事。所以 Giddens將行動者的意識分為三個層次：論

述意識（discursive consciousness）、實踐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和無意識

（unconsciousness），取代傳統精神分析的自我、超我和本我之概念。論述意識

是指行動者以語言表達事物的狀態和說明理由的能力和自覺；實踐意識是行動者

從社會活動中產生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雖然行動者無法用語言論述來

表達，但是仍然覺知如何進行活動的知識；無意識則指推動了行動但無法進入意

識中的動機與需求。例如被壓抑的認知和衝動，可能以扭曲的形式顯現在意識之

中，並且必須經由行動實踐後才能被行動者自身所察覺（賴光祺，2007）。 

    Giddens對於能動性的定義，不僅含蓋行動者可以用語言表述的動機，還包

括了行動者話語所察覺不到的灰色區域（grey area）。他指出，從日常生活的接

觸裡累積了大量的知識庫存（stock of knowledge）或共同知識（mutual 

knowledge）。這種從互動中累積的共同知識大多是實踐性的，甚至無法被行動者

的意識所察覺。而無意識的部分，則是被壓抑在意識之外，或是以扭曲的方式呈

現在意識中（Giddens, 1984）。參考 Giddens將行動者意識區分為有意識、無意

識和實踐意識的說法，所謂日常生活中的接觸，包括普遍存在生活中、習以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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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際溝通和人脈網絡的建立，即使是行動者「不經意」的行為，或在行動者無

法用語言明確描述其動機的情境下發生所造成的意外結果，都是行動者能動性的

一部分。 

    然而，在女性主義學者對於能動性理論的辯論中，部分女性主義學者認為，

為了解釋個人行動與社會變化的因果關係，應將焦點轉而放在集體的能動性（此

集體意指社會、結構或社群），以及集體能動性與個人能動性的交互作用之上

（Archer, 2000; Lovell, 2003; Kennelly, 2009）。 

    女性主義者對於集體型態的政治能動性的重視，本身也是社會和政治結構變

遷下的結果。女性主義者在 1970年代從馬克斯主義等獲取靈感，當時的研究焦

點放在女性所受到的壓迫上，強調階級和性別不平等的現象。1970年代可說是

女權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年代（Clegg, 2006）。然而隨著社會結構和政治局勢的

改變，如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在 1980至 1990年代遭受政治上挫折等複雜因素，女

性主義的理論方向也因而轉變。此時的女性主義理論試圖從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

獲取靈感，關於能動性的探討，以及女性如何在政治行動上取得一席之地，遂成

為關注的焦點（同上引）。雖然對於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能否幫助女性主義者摸

索出政治上的能動性（political agency），在學術圈內一直存有爭議，但這些對於

集體能動性的定義中，往往和政治上的集體行動連結在一起。例如 2012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第四章對於女性能動性的

解釋，認為女性能動性包括資源的掌握、行動自由、組成家庭的自主性、免於受

到暴力的自由，以及在社會上發聲並擁有政治影響力。其中關於女性獲取發聲權

利、參與政治權利的能動性，常是以集體行動的型態出現。特別是在農村地區，

個人為了因應環境變化，以及女性為了改善自身生活環境等，個人經常透過形成

社群的方式來爭取政治權力（Kennelly, 2009; Anderssona & Gabrielssona, 201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但參考 Giddens將實踐意識和無意識納入能動性概念的說法，女性個人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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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成社群，固然有出自爭取政治權力的動機之案例，但也可能有並非出自於明

確（能以語言清楚表述的）政治動機所形成的社群，但卻在「不經意」的過程裡

造成了意外地參與社會運動或社區運動之結果。這類的「意外」，往往也是在日

常生活習以為常的互動之中形成的。 

   為了探討個人為何與如何涉入社群或形成社群的過程，並且呼應女性主義學

者對於集體的、政治的能動性之關注，Kennelly（2009）曾以加拿大三個城市地

區自我認定為社會運動者的年輕人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透過哪些機制涉入社會

運動，提出了「關係能動性（relational agency）」的概念。她認為，「關係

（relationships）」和「互動結構（interactional structures）」是集體經驗下政治能

動性的組成要素之一。像是原本沒有參與過社會運動的人士，因為透過其他具社

運經驗的友人之邀請，有機會接觸並進入了社運次文化。但是關係發展

（developing relationship）的過程，通常是以雙方經驗中的共通點作為前提。

Kennelly因而借用 Bourdieu的 habitus和 field等概念，認為此共通性可能來自於

相似社會標誌（social markers）的中介，例如行動者處於共同的階級、性別和種

族等等。此外，朋友圈（friendship circles）在年輕社運者的生活中，扮演著整合

的角色。這些人際網絡不但讓社運者從中獲得支持，並且取得既存的、可被動員

的人力或資源，還能化為使她們持續參與的動力。 

    Kennelly的關係能動性概念，具體指出了個人之間的人際傳播，對於形成集

體政治參與的必要性。而人際之間的網絡建立，不只是在正式的互動場合中（或

是在 Habermas所說的公共領域中）發生，也仰賴發生在私人日常生活中的頻繁

接觸和互動（方雅慧，2009）。 

  為了描繪出在私人日常生活中的接觸和互動，如何形成作為群體的集體能動

性，研究者參考 Kennelly（2009）的關係能動性概念，並結合 Giddens對於行動

者意識的三種層次之說法，當日常生活的接觸累積大量的實踐知識或無意識的行

動結果，在這些「灰色區域」當中，研究者試圖探討個人層面習以為常、並非出



- 16 - 

 

於特定政治參與動機的行動和互動，如何將個人逐漸納入特定社群之中，且在不

經意的過程裡帶來意外的集體公共參與之結果。 

二二二二、、、、    廣義社區傳播廣義社區傳播廣義社區傳播廣義社區傳播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當以社區婦女個體為核心的社群網絡為觀察對象時，在個人層面，本研究觀

察社區女性如何接收、產製資訊，以及如何透過人際網絡傳遞訊息，或透過訊息

交換來發展和維繫人際網絡，當中個人的能動性在既有結構限制下，透過哪些傳

播方式得以施展。而在集體層面，本研究則希望找出這些習以為常、存在於個人

之間的傳播行為，如何影響女性在社區大學的學習過程，以及如何連結到社區大

學一向關心的公共議題和實際動員上。而這些發生在日常生活的傳播現象，皆可

被納入廣義的社區傳播內。 

    根據Hollander & Stappers（1992）的說法，社區傳播一詞的出現，源於1970

年代小型社區媒體（community media）的興起。所謂小規模是指社區傳播的範

圍所帶來的閱聽人（或者應說是prosumer）性質區隔，不同的區隔會產生不同的

議題導向。由於當時大眾媒體一詞無法涵蓋此現象，所以部分研究把這種小規模

的媒體，稱為「社區傳播（community communication）」，強調這種傳播有著在地

性的要素，或是背後含有社群共同利益。兩位學者在區別社區媒體（community 

media）與大眾媒體的分眾化時也指出，對參與社區傳播的每位個體來說，他們

同時是資訊的傳送者（senders）和接收者（receivers）。因為他們來自同一個社群，

所以有著共同關心的主題，分享著對社區相關議題的詮釋。因此社區傳播和大眾

媒體性質上並不相同。 

  但過去研究對社區傳播一詞的解讀，卻仍如同對大眾媒體的理解般，局限於

「一對多的資訊處理模式」（仍是由少數社區菁英，向更多的社區居民、主流媒

體傳遞訊息），或是由意見領袖引導追隨者的N級傳播模式，而傾向將社區傳播

和社區媒體的策略運用畫上等號。 

    例如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手冊》（文建會，1995）曾將社區傳播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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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區工作者利用各種媒體來傳播公共參與的理念，藉此強化社區工作或營

造，以擴大參與」。在此前提假設之下，社區傳播等於社區工作者的媒體運用策

略，是為了動員而存在。又例如西方社區運動常使用的媒體策進（media advocacy）

策略，則是透過引起主流媒體關切和跟進報導，進而達到讓社區工作者參與政策

修訂和社會改革的目的（Wallack, Dorfman, Jernigan & Themba, 1993; Minkler, 

1997；轉引自蔡鶯鶯，2010）。 

    另一種社區傳播的研究方向，則在某種程度延續了上述將社區傳播視為以社

區媒體擴大動員的手段之假設。但其在社區媒體本身結構的詮釋上，結合了培

力、雙向傳播模式、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等概念，擴大了以往對社區

傳播的認知。此取向不再把社區居民視為單純接收資訊的閱聽人，與被動接受動

員的對象，而是開始注意居民的反饋，以及居民參與媒體運作後被賦權的可能

性。不過能夠經由參與社區媒體運作而被賦權的居民，仍為社區中的少數。 

    以蔡鶯鶯（2010）〈921 地震災後的社區報紙與培力〉研究為例，台中縣東

勢鎮、石岡鄉、南投縣埔里鎮和集集鎮等四個921 地震災區的社區報之所以蓬勃

發展，乃是因為主流媒體關注災區的程度隨著時間流逝而遞減。加上地震災變

後，社區的資源網絡瓦解，所以外來或社區在地的民間團體紛紛成立社區報（如

地方文史工作者、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等），來回應災後居民對於資訊流通、

建立社區內外的連結和發聲管道等需求。在這樣的脈絡下，災區居民對社區報的

想像，是期許其扮演公共論壇的角色，並且為被主流媒體忽視的災區人民發聲，

同時希望藉由紀錄社區重建過程，發揮凝聚社區意識的功能，增加居民對重建工

作的關注。 

  矛盾的是，蔡鶯鶯卻發現到，雖然部分災區居民會主動投稿，但大多數的災

區居民對於協助社區報發行出版（直接參與社區報運作）的意願並不高。她推測，

原因可能是災區居民經濟上的弱勢所造成。有一些由外來者經營的社區報主張，

應培養當地居民自行辦報的能力。如埔里社區報主張將社區報內容範圍縮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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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坊的方式，訓練在地和在外求學的學生從事編採工作。 

    另外在分析災區社區報工作人員的人口組成時，蔡鶯鶯指出，災區社區報工

作人員仍以男性居多。她認為，這是因為社區報的參與者身兼多重身分，例如有

些人同時兼任社區健康營造、社區總體營造及社區產業營造等工作，而這些組織

的人口組成本身就以男性居多。因此參與社區報運作，不論是在經濟上或社區發

聲的權力位置上，似乎仍然存有一道無形的門檻。光是透過社區媒體來培養社區

居民的能動性，例如部分傳播學者對於在社區大學教授網路公民新聞的期許（管

中祥，2008），似乎還無法擴大到更廣泛的社區參與中。 

    但是如果我們將社區傳播的定義再擴大，使之不限於媒體的運用和培力上，

可能更容易發現到社區居民普遍具有的個人能動性，以及這些能動性如何影響社

區集體行動的產生。參考林福岳（1998）〈論社區傳播概念之建構：從社區總體

營造的文化觀點談起〉的說法，廣義上的社區傳播其實無所不在： 

然而如果我們回歸傳播的本質，採用傳播為普遍價值的思考觀點，例如

Trenholm & Jensen（1988）所說的：「傳播是人類所共同創造，且用以調節社會

現實的過程」，就可以了解社區中的傳播樣態，原來是無所不在且多元並存的；

也就是說，傳播不僅僅發生在依賴媒介運作的單一層次，而是在日常生活世界的

每一個層次。（林福岳，1998，頁11） 

參與社區傳播的每位個體，同時是資訊的傳送者和接收者（Hollander & 

Stapper, 1992），社區傳播的形態也比大眾傳播更加多元，從橫幅、海報、小冊

子到社區廣播等都包含在內。每位在社區生活的個體，其實每日都在採納、實踐

多種形態的非線性傳播模式。這些傳播模式可能同時發生，或者進而結合成為複

合的模式。例如社區內的人際傳播可能因為網路的出現，同時包含線上與線下的

互動形態，而作為資訊譯碼、解碼與傳遞者的個人，也可能同時處理著來自人際

與大眾媒體（包含電視、報紙、廣播與網路媒體等）的訊息。 

  若再從「公共性」的概念看待社區傳播的定位，Hollander & Stapp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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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社區傳播可被視為一種在特殊社區（群）脈絡下出現的「小規模」公共傳

播（public communication）。林福岳（1998）則認為，在社區脈絡進行的媒體傳

播，其公共概念會隨著特定社區脈絡而不同。若將這概念擴大解釋到廣義的社區

傳播上，即使是在婦女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訊息交換，像是食品選擇、育兒等關於

家庭（傳統上被視為私領域）的議題討論，也隱藏著某種公共性，只是此公共概

念會隨著女性生活場域的特質，而有了不同的定義。盧蕙馨（1991；轉引自李宛

澍，1996）的婦女談心聚會研究也指出，當參與者將自己在家庭的處境、個人面

臨的問題說出來之後，個人問題就會被公開化，引發雷同的經驗，或因為聽到他

人的話語而內省。此時傳統上被視為私領域的經驗，就可能因此被公共化，社群

關係也會被建立起來。 

    然而，若以廣義的社區傳播來檢視過去的研究，會發現女性透過多元傳播行

為展現的能動性，以及不同脈絡之下產生的公共性，很難被一對多的資訊處理模

式、N級傳播模式或哈伯瑪斯公共領域概念等所描繪出來。如Harding（1991）女

性主義認識論（Feminist Standpoint Epistemology）所主張的，因為女性的觀點來

自日常生活，在由男性主導的傳統科學觀點裡，這些生命經驗只是「常識」，而

不被承認為知識（李宛澍，1996）。陳韻如（1998）也指出，傳統公私領域的劃

分，是將和女性有關的家庭與日常事務視為無關公共的領域。當公共性和理性與

普遍性等概念連結起來，所謂私領域同時也被貶抑為瑣碎、偏狹和非理性，並且

被認為是「缺乏論述的基礎」。 

另外，若將社區媒體的運作視為社區傳播的全部內涵，也會忽略那些遠離社

區組織權力核心與發聲位置的人們（特別是被排除在社區政治主導權以外的婦

女），其所具備的能動性。參考前述Kennelly（2009）的關係能動性概念，行動

者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除了個人habitus、field提供了接觸社運次文化的管道，

原本未進入社運場域的行動者，也能透過和社運者建立關係而進入社運圈。此外

關係的發展又無法脫離傳播雙方共通的生活圈和經驗。因此個人在日常生活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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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傳播行為可能包含特殊情境下所界定的公共性，應能被納入廣義的社區傳播

之中。因此本研究希望著眼於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傳播過程，不再單純地把社區傳

播視為一種狹義的管道（channel），而是一種建立關係的互動過程。 

    之後本研究聚焦在從人際到社群（並非單純以地理社區界定）之間的互動過

程，試圖找出在廣義的社區傳播內，女性個人和集體能動性可能產生交會的環節。 

以下分為個人經驗如何轉為集體經驗的「認知」層次，與社群成員建立「認同」

等兩個層次來探討。 

三三三三、、、、    認知層次認知層次認知層次認知層次：：：：在地知識與基模的文化轉譯在地知識與基模的文化轉譯在地知識與基模的文化轉譯在地知識與基模的文化轉譯 

    根據Hollander & Stapper（1992）的說法，透過媒介或非媒介的方式，將個

人經驗傳送到公眾集體經驗的過程，就是公共傳播。公共傳播即是基本的人類活

動。例如在個人日常生活發生的傳播，透過人際互動，使某些話題變成共同關注

的議題，並形成網絡的連結，甚至引導特定行動的發生，此過程也應被視為一種

公共傳播。 

    至於個人經驗是透過哪些機制轉為集體經驗，過去社區動員研究在資訊處理

的認知層面，找到一些解釋。楊弘任（2007）提出以「文化轉譯」與「在地知識」

等概念為核心的社區動員理論，點出社區動員的成功關鍵，在於不同個體或社群

彼此所抱持的興趣，得以透過相互的意義詮釋，建立了人際網絡的連結和行動。 

    參考楊弘任的說法，短期、高對抗性的社會運動，若要長期在社區紮根、發

揮影響力，必須轉化為社區營造等社區運動。而社區運動也可能反過來提供社會

運動的動員能量（如灣寶社區洪箱等人的案例）。但是這個社區動員過程的關鍵，

仍與傳播層面相關。 

    楊弘任指出，當社會運動者將目標轉向常民社區的經營時，他們成立了各種

關心社會改革、培力、建立公民意識等議題的「公共行動社團」，藉此作為過去

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等之延續，希望透過紮根社區來進行改革。但如楊弘任

（2007，頁 50-51）在黑珍珠之鄉的社區行動經驗中發現到的，公共行動社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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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傳統組織有著不同的文化習性，兩者各有差異的知識形式與對公共性的想

像：前者是民主、社會運動結社浪潮所形成的團體，抱持對社會改革的論述；後

者則是長年生活在實作氛圍之下的地方社會人群網絡。當這些公共性社團抱持著

理想進入社區後，可能因為其關注的興趣，與村落傳統組織所關心的實作議題脫

節，而面臨社區動員上的困難。 

    為了找出這個社區動員中關鍵的「轉化機制」，楊弘任（2007）參考 Latour

提出的「轉譯（translation）」概念，提出「社區行動論」──在兩種興趣之間相

互轉譯的「文化轉譯」概念。他在《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

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一書中提到： 

    這麼看來，目標殊異的異質團體之間的連結，或者說團體間網絡的建構，並

非自然而然就會形成。團體間人物的交流，首先必須建立在彼此相互衡量與考驗

之上。一旦跨過了這層障礙，彼此差異的「行動想像」或「社會想像」，反而得

以找到各安其位而又相互交融的介面。（楊弘任，2007，頁 14-15） 

  Latour的轉譯概念，本是用來解釋科學知識如何轉換為常民興趣。因為科學

知識在介入常民社會的過程中，往往發生發現在實驗室裡發展出的知識興趣，不

能引起一般人的興趣之現象。所以 Latour主張，科學行動者必須進入常民社會，

對常民原初關注的興趣進行轉譯，也就是「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並

且必須在實驗室與常民生活之間來回位移，不斷調整或修飾科學知識的再現形式

（楊弘任，2007，頁 51-52）。 

    楊弘任的社區行動論沿用了此轉譯概念，但將單向轉譯的過程，置換為雙向

轉譯的過程。他認為，社區之所以能夠被動員起來，其發動機制為在公共行動社

團、村落傳統組織等兩種習性之間，所發生的文化轉譯過程──唯有透過文化轉

譯，動員的資源和網絡才能發揮作用。在外來公共行動社團和社區村落傳統組織

之間，兩種不同的知識興趣相互轉譯之過程，也彰顯出社區既有的「在地知識」

體系，和「外來專業知識（或論述知識）」的差異性。 



- 22 - 

 

  對於外來公共行動社團進入社區後，必須面對的傳統「在地知識」興趣，楊

弘任引用 Polanyi（1985[1966]; 2000[1962]）的「默會致知（tacit knowing）」與

Turnbull（2000）的「在地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等概念，認為從社區傳

統村落發展出來的知識形式，例如師徒制的知識傳承，是以默會為主的知識形

式，必須在實作之中反覆試煉，成為銘刻在身體裡的知識。其中 Polanyi的「默

會致知」，意指當人把焦點放在整體時，對於細部的附帶覺知（subsidiary 

awareness）就會被忽略，這種附帶覺知進而被歸併到身體裡，成為默會的知識

形式（楊弘任，2007，頁 52-53）。Turnbull 更主張所有的知識都是在地知識。在

特定的社會策略介入後，經過帶有「權力」意涵的組裝（assembling）過程，形

成特定的知識空間，進而得以宣稱該知識具有普同性（楊弘任，2007，頁 53-54）。 

  Yanow（2004）則認為，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是人們存在已久的知

識，是藉由生活經驗、在不同地方情境下相互衍生而產生的的實踐與瞭解。它是

一種通俗的知識，也是鑲嵌在城市、地區或跨國間的一種在地情境知識。與在地

知識相對的知識則為專家知識（expert knowledge）。專家知識以理論為基礎，是

抽象、合乎科學、技術性和學術的專業知識（轉引自侯勝宗等，2005）。而外來

公共社團帶進社區的多為專家知識。 

    楊弘任認為，在地知識和外來的專業知識地位理應相當。因為外來專家和在

地師傅分別擁有兩種知識形式，這兩種知識必須透過相互轉譯，才能被雙方所接

納。例如農學專家需「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使農民師傅累積的實作

知識轉譯為挑戰既有農學論述的重要成份，農民師傅才會反過來「用自己的語言

說出對方的興趣」，將農學專家在實驗環境下產生的論述知識，納為將來實作的

重要參考（楊弘任，2007，頁 51-54）。因此楊弘任認為，專業公共行動社團和村

落傳統組織之間，根本的轉譯介面乃是「實作」，「在實作之中承載著村落的傳統，

藉由實作而引發在地草圖、在地計畫，進而反轉改變以往官式企劃書或專業企劃

書的構成模式」（楊弘任，2007，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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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指認「在地知識」的作法，對於發現社區女性能動性是有幫助的。雖然

楊弘任所採納的在地知識案例，是指師傅以技藝傳承下來的知識，例如工藝、農

業栽作等，這種在地知識在社區中傳統上仍屬於男性的專業。但是楊弘任把在地

知識定義為由「實作」建立的知識，有助於重新省視從社區傳統村落發展出來的

知識形式。特別是借用 Polanyi的「默會致知」概念，女性在其生活場域因「實

作」所發展出的生活知識（即使傳統上不被認為是專業的），仍得以被呈現出來，

並且可能與專業知識取得同等的地位。 

    另外，楊弘任提出的文化轉譯觀點，與傳播研究中的資訊處理過程分析有相

似之處。過去在認知科學領域（cognitive science），曾出現一些關於資訊處理的

模式。這些模式是基於電腦的運作原理，將人的資訊處理比喻成電腦，既有儲存

資訊的結構，也能把某一結構中的資訊，轉換到另一個結構之中（Severin & 

Tankard, 1997／羅世宏譯，2000）。文化轉譯即可被視為資訊處理過程的其中一

個關鍵機制，可促使資訊在不同結構中進行轉換。 

    而在地知識的建構和相互轉換，也和基模理論（schema）有相通之處。Fiske 

& Taylor（1991）指出，人們會把從日常生活經驗感知到的現實，儲存並建構成

為知識性的認知結構。此知識可能是簡化的形態，關乎一些普遍性的概念，或是

刺激物的形態（type of stimulus），當中還包括了因素（attributes）和因素之間的

關係。從此來看，這種對過去經驗的組織知識，不論是透過默會致知發展出來，

或是經由自我敘事加以再現，這些「認知結構」都是基模的一部分，也是銘刻在

身體內的默會知識。 

    至於基模的作用，也會展現在人們對世界的感知上。人們所感知到的世界，

是既存（what’s out there）和主觀賦予（what we bring to it）兩者交互作用的投射

（Fiske & Taylor, 1991）。當中基模會被人用來處理新資訊，與檢索之前儲存的舊

資訊（Severin & Tankard, 1997／羅世宏譯，2000）。如 Rogers創新傳佈理論所主

張的，人們能夠感知到新事物，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乃是創新和舊有經驗之間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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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性。過去的經驗是用來評估新想法的工具，人們會以自身熟悉的經驗來採納

新事物（孫式文，2010）。Fiske & Taylor（1991）更指出「認知經濟」（cognitive 

economy）的存在──人是認知的吝嗇鬼（cognitive misers）。因為人作為具有動

機的策略行動者（motivated tactician），其在處理複雜的問題時，會使用基模做

為概念工具，將複雜的資訊簡化為簡單的心理模式。 

    關於基模對於資訊處理過程的影響，接收分析的認知心理學派也多有著墨。

Hoijer等認知心理學學者認為，「認知結構」會影響閱聽人的接收，而人對新資

訊的解讀，會受到舊知識和舊經驗的框架（翁秀琪，2002）。Hoijer的社會認知

模式（socioocognitive structures of reception）則指出，閱聽人的職業、性別、文

化資產、心靈世界與認知活動等等，都會形成他的認知基模，並成為他詮釋資訊

時的參考框架（同上引）。 

    不論是基模或認知結構，在傳播研究中常被視為用來處理資訊的概念工具，

或是過濾資訊的框架。但若結合文化轉譯的觀點，基模和認知結構不只是一種限

制資訊解讀的框架，也是一種連結新資訊與舊資訊的機制。此連結還可能影響後

續的人際網絡互動。這一點呼應了 Kennelly（2009）所說的，人際傳播中的關係

發展需以傳播雙方的共通性為前提之說法。傳播雙方由於來自相似的階級、種族

或性別等背景，因此認知結構上有著些許共通性或相似性。而透過這些具有些許

共通性的認知結構之間的轉譯，傳播雙方得以克服差異性的部分，順利發展出關

係連結。若以此觀點解讀女性在社區生活場域建立人際網絡的傳播過程，女性的

能動性可能也隱藏在認知結構相互轉譯的過程當中。 

    不過不論是文化轉譯或認知結構轉譯的解釋，似乎假定文化轉譯必須透過文

字或語言的中介，例如要「用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但是某些同樣是銘

刻在身體內的默會知識，可能是如 Giddens在分析人格三種層面時所提出的實踐

意識，是無法用語言來明確表述的。屬於女性的默會知識或在地知識，可能部分

並未受到「權力」的加持或被理論化，屬於雖然無法被語言清楚表述出來，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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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主體自覺到，且廣泛用於實作之上的知識。因此若要找出女性隱藏在日常人

際傳播中的能動性，除了觀察她們能夠用語言明白表述的認知基模，如何與其他

社區居民、社大同儕、老師和社大工作人員之間產生文化轉譯，也應注意到無法

用語言明白表述的實踐意識或默會知識之存在，以及這類知識的轉譯方式，是否

和楊弘任所提到的外來專家與在地知識之文化轉譯模式，有著相異之處。 

四四四四、、、、認同層次認同層次認同層次認同層次：：：：女性社群女性社群女性社群女性社群建立集體建立集體建立集體建立集體情感情感情感情感認認認認同同同同 

    以女性為核心所建立的人際網絡，除了透過文化轉譯而發生連結，這些人際

互動之所以能被強化且持久，背後還可能有其他力量在推動。特別是女性社群之

於女性在政治方面的能動性，是不可或缺的。以個體為單位的人際傳播過程，如

何轉為對社群集體的認同，也是本研究觀察的重點之一。 

    李宛澍（1996）《女人的網絡建構女人社區：解讀台北縣袋鼠媽媽讀書會》

的研究發現，「認同」是社區女性動員的能量，但此認同並非來自於實體的地域

或社區認同，而是因為這些女性具有類似的處境（例如都扮演著母親的角色）。

是這些角色的扮演形成了女性的共同經驗，進而建立超越地理社區界線的女性認

同之基石。而此認同更能化為形成女性網絡的動能。李宛澍以都市社區運動為例

指出，很多婦女之所以積極參與，是因為被共同扮演的母職角色所推動（例如當

母性角色出現矛盾時，女性常會感到焦慮和不滿）。因此母職可說是一種階段性

動員的有利條件。此說法再次呼應了 Kennelly（2009）所提到的，關係發展需要

以社會標誌中介下的共通經驗為前提。 

    方雅慧（2009）的女性社區工作者共學社群研究則發現，女性社區工作者大

多身兼數職，且共同關心社區議題。不論透過業務合作、私人情誼還是工作夥伴

等關係，女性經由正式與私人（閒話家常）管道的互相對話與協力過程中，得以

積累「信任」，使社群工作者感知其他社群工作者的「共在」。這些在社群中共享

的意義、目標與實踐等基礎，正是使成員願意相互投入（mutual engagement）的

要素之一。而社群成員共同投入的實務領域若能成形，例如屏東女性社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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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熱衷於分享、建立「人的連結」之經驗知識，也有助於強化社群意識。 

    張雅雲（2003）在《穿起木屐上班去：白米社區女性的性別與空間實踐》一

文，也肯定女性網絡建構（或是組成社群）之於女性賦權的必要性，因為個人的

問題可以透過團體來發聲。例如組成社區讀書會後，可能把處境相似的個人所面

臨之問題，轉為團體共同的問題。對團體而言，相較於個人單打獨鬥，會有更多

的辦法來尋求資源解決問題。因此張雅雲認為，若要發揮女性潛力，「串連不同

有歧異的女性網絡是必要的。共有的交會經驗會促進彼此的了解並打破小群體心

裡上的領域界限（頁 92）。」 

  若從團體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女性社群的形成和運作，根據「社會認同模式」

（social identification model），兩個人以上、共享某種社會認同，或認為同屬於

某一社會類別，就能夠形成團體（Turner, 1982；轉引自 Severin & Tankard, 1997

／羅世宏譯，2000）。社會認同模式觀點指出，團體成員的身分仍是基於認知的，

是由「我是誰？」這個問題引導而來，使個人傾向認同某一團體。這種認同屬於

社會認同，且在認同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力。但這種個人感知的社會認

同感並非一成不變，可隨著所處情境來切換。當團體規範內化為成員自己的立場

時，更可能公開表達意見，使民意成形。正因為團體有此社會影響力，所以常被

當成促成變遷的工具，例如團體動力學知識常被運用在戒菸班、戒酒組織等（同

上引）。 

    社會認同模式可以作為女性社群形成過程的解釋之一，特別是其認為社會認

同是透過認知來建構，女性社群的出現，也可能是因為成員處在相似的社會位

置，且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動，而相互感知到彼此生命經驗的相似性，進而產

生對於同屬特定社會類別時的團體認同。如 The North-Kareliaan Youth Forum和

north-Karelia女性資源中心提出的「邁向發展學習本位的網絡模式」，明確指出

對話是連結網絡來培力的重要元素之一（方雅慧，2009）。 

  但是社會認同模式排除了「我喜歡這些人嗎？」的情感因素。在女性所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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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內，當女性運用其默會知識，和各種互動對象進行文化轉譯時，除了在認知

層面可能產生社會認同（或對群體的認同），該認同是否和情感層面截然無關，

則需要再進一步觀察。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台灣社會脈絡下女性能動性之展現台灣社會脈絡下女性能動性之展現台灣社會脈絡下女性能動性之展現台灣社會脈絡下女性能動性之展現 

    Moser（1989／劉東曉譯，1997）曾試圖將社會性別意識應用於發展理論之

中。Moser認為，在滿足第三世界女性的需求與利益時，首先必須認知到女性扮

演的角色有多重性，以及體認到社會性別因素的重要性──女性在分工上，常常

位於相對於男性的從屬地位。 

    Moser認為，女性具有三重角色，分別是再生產者、生產者與社區管理者。

再生產者意指女性在家庭中從事家務勞動，以及生養子女等確保生產的活動。生

產者則指女性作為家庭中第二位創造收入者。女性所參與的生產活動，在農村可

能是參與農業生產，在城市地區則可能在家中從事非正規的分包工作（如按件計

酬的分包公作）。 

  但除了上述兩種角色，女性在社區還可能扮演了管理者的角色。在資本主義

社會發展下，由國家所提供、與民生憂戚相關的基本服務越來越不能滿足需求，

女性作為家庭的核心，成為直接的利益受害者。因此當社區層級的組織（第三部

門）興起，補足國家、企業所不能提供的服務時，女性作為家庭母職的延伸，往

往會肩負起成立、維繫這些組織的任務。但在扮演社區管理者的同時，女性卻又

默默遵循著傳統性別分工與從屬地位。因此女性在社區中，經常從事社區義務

性、無償的基層工作，而男性則常擁有具領導權威且有償的工作（Moser, 1989

／劉東曉譯，1997，頁 270-272）。 

    從台灣過去相關研究中也發現到，隨著歷史和社會情境的變化，台灣女性所

扮演的多重角色，確實也呼應了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社會利益與需求。不過近年來

女性對於社會性別意識的覺知，使原本隱藏在父權國家和資本主義邏輯之下的女

性能動性得以展現，女性也逐漸扭轉了自身在社區的權力位置。其中以個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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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為出發點的動員，雖然原本的目的不在於批判既有的社會性別分工，但卻成

為女性建立互助網絡的契機。 

一一一一、、、、台灣女性在不同社區發展階段扮演的角色台灣女性在不同社區發展階段扮演的角色台灣女性在不同社區發展階段扮演的角色台灣女性在不同社區發展階段扮演的角色 

    李宛澍（1996）曾把台灣婦女在社區中扮演的角色分為三類，第一種是社區

發展工作中的婦女，由資本主義邏輯與父權國家所定義；第二種則是文建會社區

政策中的婦女，但仍延續社會性別分工邏輯；第三種則是社區運動中的婦女，開

始展現自主意識，但仍未出現以性別議題為主的動員。這三種角色的演變，分別

反映出其背後社會變遷的脈絡。 

    張雅雲（2003）分析 1970年代到 1990年代，女性從被動接受國家定義，到

主動引導改變和發動反抗的過程，認為「婦女並非只是結構下的被支配者，她們

更是活生生的行動者，在每一年代或階段所面臨的束縛，被壓抑的經驗或許正是

下一波反抗行動的引子（頁 7）」。 

    以下分析台灣女性從被支配、被定義到爭取發聲、建立自主意識和互助網絡

的過程： 

(一一一一)1960年代到解嚴之前的社區婦女角色年代到解嚴之前的社區婦女角色年代到解嚴之前的社區婦女角色年代到解嚴之前的社區婦女角色—賢妻良母賢妻良母賢妻良母賢妻良母：：：： 

  台灣社區營造歷史軌跡，最早可追溯至國民政府遷台到民國五十四年期間，

中央政府在台灣推行的國民義務勞動和基層民生建設。義務勞動指動員社區人力

無償建設鄉里；基層民生建設則指辦理生產建設、教育文化、社會福利與衛生保

健等建設。直到 1970年代初期，社區之於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和發展主義邏

輯下的勞動力動員單位，是為父權國家和資本主義服務的生產與再生產基地（黃

麗玲，1995）。例如行政院經建會利用社區發展工作推行家庭副業，來降低工廠

勞力成本。國家在社區進行中國道統文化倫理建設、宣傳政令，壓縮了民間文化

的生存空間。透過將社會問題道德化，社區被當作整體的單位，被國家用以穩定

社會秩序。這種由公權力主導的社區動員，即使結合了社區與學校，也是一種遵

循國家意志、由上而下的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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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社區政策方針下，由於家庭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基礎單位，婦女則是穩定

家庭勞力再生產的重要機制，所以國家為婦女設定的角色是重視倫理精神、能夠

有效率處理家務、從事家庭副業（客廳為工廠）的「賢妻良母」，要求婦女為國

家經濟繁榮和維持社會穩定做出貢獻。「社區媽媽教室」可說是當時婦女理想角

色的具體形象（李宛澍，1996）。民國六十二年頒布的「台灣省各社區推行媽媽

教室活動實施要點」，明確指出媽媽教室的成效是： 

1. 促進社區精神倫理建設具體化。 

2. 擴大教育領域，使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合而為一。 

3. 啟發母性愛，減少問題青少年的產生。 

4. 強化家庭主婦之責任，改善家政，使家庭能順應社會型態的演進，而更求進

步。 

5. 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準。 

    在這個時期，女性作為家庭的核心，其社區參與的型態，相當於延伸了原本

家庭母職的角色，扮演了「在大量城鄉移民、社會快速轉型的過程中，經由社區，

將國家的價值傳遞至家庭，並在新的社區中作為發展出新人際關係及尋找新資源

的觸媒」（黃麗玲，1995，頁 9）。 

    因此當時女性社區參與的相關研究，大多著重在探討社區女性如何配合政

策，其成效與影響又如何（張雅雲，2003）。像是王培勳（1984）指出，「『媽媽

教室』在現代社會中的確有推廣的必要，因為它幾乎可以在社區中配合任何工作

計劃來推行，如改善社會風氣專案、社會革新工作、志願服務、社區發展三大建

設、基層建設、禮貌運動等」。在這種設定下，只要女性角色偏離理想的定義，

官員和專家學者就會加以制止。例如當媽媽教室舉辦土風舞活動蔚為風潮，即有

專家以經濟動員和社區安定為由，指出媽媽教室若偏重「副活動」的學習，而忽

略「主活動」的實施，就有捨本逐末之感（趙守博，1983；轉引自張雅雲，2003）。 

    然而，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浮上檯面，到了 1980年代，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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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社會崛起，民間團體反過來和國家爭奪論述權力。在婦女角色方面，如婦女

新知雜誌社將 1985年訂為「家庭主婦」年，重新定義家庭主婦，例如肯定家務

勞動、鼓勵家庭主婦再發展，以及呼籲社會重視家庭主婦再就業問題（李宛澍，

1996，頁 15）。從家庭主婦面臨的「菜籃」與「搖籃」兩大場域發展出來的主

婦聯盟，就是在這種氛圍下誕生的。以肯定母職和家庭價值的立場為前提，當菜

籃裡的菜和搖籃裡的小孩都失去免於污染的自由時，家庭主婦遂跨出家庭，開始

關心更廣泛的環保、消費與教育改革等問題，全面引爆了從菜籃、搖籃到跨欄的

效果（王俊秀、王彩薇，1999；轉引自張雅雲，2003）。在女性參與社區事務方

面，也因藉由環保、消費、教育等議題的切入，開啟了一個有別於強調進入政治

公領域的婦女參與空間（李宛澍，1996）。 

 (二二二二)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及社會運動中的婦女角色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及社會運動中的婦女角色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及社會運動中的婦女角色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及社會運動中的婦女角色 

    這股在 1980年代醞釀的民間社會力量，影響著社區運動的發展。如在 1990

年代初期，社區興起一股找尋地方記憶與歷史書寫的行動，用以對抗過去威權體

制「去歷史化」、「去社區化」的作為，並扭轉了國家過去「經濟掛帥」的社區發

展取向，進而步步瓦解「被威權侍從體制所幽禁的政治模式」（黃麗玲，1995）。 

    當前總統李登輝執政後，為了解決國民黨基層流失的問題，李登輝於在其就

職三周年的記者會上（1993年），揭示以「生命共同體」概念凝聚國家認同的意

圖：「面對一個人人相當肯定自我的社會，要怎麼辦呢？我認為就是要建立『生

命共同體』的整體觀念，透過溝通、協調的方式，凝聚這個共同體的共識。」此

「生命共同體」論述，嘗試收編在地的社區認同，以「本土化」的文化認同，重

新建構國族認同，建構出「想像的社區」（imagined community ），作為解決國族

認同危機的策略（黃麗玲，1995）。 

  同年文建會提出「社區共同體」的概念。當時的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將日本

造街運動的理念引入台灣。此時社區不再只是生產與再生產的單位，而轉為建立

文化認同的中心、改善生活空間與美學品味、文化產業發展等目標的起點。此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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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強調國家應將權力下放，讓市民參與地方事物與社區空間營造，並以全面提升

居住環境品質、改造文化地貌、挖掘文化活動和地方特色、發展社區文化產業等

為號召來打動人心，「由下而上」地凝聚社區意識和文化認同。 

    在文建會政策引導下，社區的定位變成介於國家社會與家庭之間的民主社會

生活方式，是現代人為追求居住環境品質、提昇生活品味的基礎單位。根據陳其

南的論述，他認為，在私領域、血緣與種族關係發達的中國社會中，公民社會從

來不曾被強調過。所以透過社區居民的自我動員、參與社區事務的決策過程，就

能發展出以公共利益為基礎的民主內涵，體認到對社會國家的責任義務（陳其

南，1992；轉引自黃麗玲，1995）。於是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讓市民透

過參與地方事務、社區空間營造等方式凝聚社區意識、建立文化認同（黃麗玲，

1995）。 

  但即使國家柔性地將權力下放到社區，主張由下而上的草根動員，當時國家

在對社區婦女角色的定義上，並沒有太大的突破。大多數婦女仍被排除在權力版

圖之外，甚至在社區既有民俗的強化下，延續傳統「男尊女卑」的價值觀（陳仁

達，1996；轉引自李宛澍，1996）。 

    不過此時民間已經出現許多不同於國家政策論述的聲浪。由主婦聯盟、婦運

團體等所蓄積的能量，使婦女在都市社會運動中嶄露頭角（李宛澍，1996）。例

如解嚴後，晚晴協會、婦女救援會等婦女團體紛紛成立，這些團體彼此支援，將

共同關注的議題提升維公共政策論述，進而影響法律的修訂，像是〈男女平等工

作權法草案〉的制定等（顧燕翎，1996；轉引自張雅雲，2003）。此時婦女即使

投入社區服務，也不再被動地接受國家賦予的妻子或母親的定位，而是化為主動

的組織者，是市民的身分認同促使她們參與公共事務（李宛澍，1996）。此外，

相關學術研究也注意到女性在社區中扮演的多重角色。但此類研究的場域多半集

中在都會地區（張雅雲，2003，頁 12）。 

    不過在九二一地震後，由於受災地區以鄉村為主，農村女性對於社區重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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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重要性，也開始受到研究者的關注。例如楊金燕（2002）《以「褪」為進：

921災後中寮巧手植物染婦女自主產業之經驗研究》發現，災後女性參與農村產

後重建，是全球經濟再結構下，農村重尋出路的表現。而女性透過集體工作，接

觸了市場邏輯，無形中使婦女產生自覺，並塑造出新的女性角色。 

    張雅雲（2003）在《穿起木屐上班去─白米社區女性的性別與空間實踐》一

文中，則探討了女性在建立農村社區網絡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從女性主義

地理學提出的「鬆動空間界線（特別是傳統公私領域的分野）」概念出發，觀察

白米社區女性如何透過參與文建會的社區環境改造計劃，以及勞委會的永續就業

希望工程計劃，讓原本孤立、歧異的女性網絡發生連結。她發現，社區女性會透

過合作，創造出抵抗父權控制的空間環境，讓作為在地生活空間使用者的女性，

慢慢獲得主導空間的權力。然而張雅雲更指出，就如同 Harding（1991）提出的

「女人的觀點來自日常生活」的說法，白米女性對空間使用的觀點，會透過不斷

地敘說，成為她們生活經驗的延續，此生活經驗即是女性的知識觀點。 

    張雅雲的觀察，為「何謂社區女性在地知識」提供了一種思考方向。從這個

觀點來看，這種屬於社區女性的在地知識，即是女性從生活空間裡發展出來的生

活經驗，並透過不斷敘說的過程，化為一種女性的知識觀點。 

(三三三三)學習組織中的婦女角色學習組織中的婦女角色學習組織中的婦女角色學習組織中的婦女角色 

    除了都市和農村社區運動中展現的婦女能動性，李宛澍（1996）的台北縣袋

鼠媽媽讀書會研究，指出婦女有另一種社區網絡串連途徑，也就是以婦女成長為

目標的學習組織之出現。這類組織甚至突破了地域限制，形成以身分認同（如對

母職的認同、對彼此處於相似處境的認同）為取向、透過敘說自我經驗建立網絡

連結的婦女學習社群。 

  李宛澍引用柏蘭芝（1993）關於在工廠工作和在家裡工作的勞資關係對比，

指出在家工作（包括從事家務）使個人被分化，而女性在參與讀書會之前，即是

處於被分化、孤立的狀態，並且服膺於父權結構下的「母化」（mothering）之正



- 33 - 

 

當性。婦女因而將自我認同侷限於母職和妻職當中，並把自己的處境給個人化。

但當婦女因為面臨母職和婚姻對女性的壓抑，而選擇參與讀書會之後，婦女得以

暫時離開家庭，參加聚會（人際網絡），參與討論（表達意見）。即使談的仍是親

子和家庭，但婦女主體可以透過和處境相似的其他女性主體互動，獲得情感上的

滿足，感受到脫離孤立的快感。 

  此外，讀書會網絡還能發展出婦女互助的模式，例如煮食勞務分擔或集體出

遊等，帶來屬於婦女特有的網絡文化。但這種讀書會網絡在性別政治上，立場並

不基進，對母職的認同依然強烈，仍然依循傳統上對於公私領域的劃分。例如讀

書會的婦女成員都認知到家與家庭外的界線，並認為自己參與讀書會是「踏出家

門」。但婦女社群網絡的形成，卻也是使原本被孤立的女性開始思考和社區發展

關係的契機。成員因為參與組織運作，從中培養自我認同和自信，使個體擁有更

多能力去意識到社會權力關係，讓在「公領域」訓練出來的能力，成為處理「私

領域」的資本（李宛澍，1996）。 

    這種從自我敘說與分享建立的網絡與女性在地知識，還可能變成翻轉女性在

社區的權力位置之關鍵。 

    例如方雅慧、何青蓉（2011）以女性的社群共學為觀察對象，借用 Hung（2005）

等提出的三階段社群參與途徑—模擬模式（simulation model）、參與模式

（participation model）與共同決議的互動學習模式（codetermined interactions 

learning model），分析在屏東縣農村社區的女性社區工作者，如何從 2005年開始

推行的四個學年度社區學習體系計畫中，進行跨組織的社群學習（共學）（方雅

慧等，2011，頁 74）。她們發現到，在以屏東東港溪保育協會為核心的數個社區

發展協會網絡中，由於女性發展出關於「對話溝通」的專業知識，使她們更有機

會爭取社區領導者的位置。 

    雖然方雅慧等人的研究，未像楊弘任那般明確標示「文化轉譯」發生的細節，

但她們也確實發現到，主推者東港溪保育協會和其他協力組織，必須將原本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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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關係」轉化為「互為主體」關係，才能建立「共識」。而「對話」在當中發生

了關鍵作用。她們更指出，在社區情境中的社群學習，是成員的共同學習。即是

知識由團體所創造，也在團體中分享。其運作關鍵在於成員內在的連結、共同願

景的建立，以及組織文化的營造。而社群的學習也受到成員於群體過程中，複雜

的動態互動過程所影響（方雅慧等，2011，頁 70-71）。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社區學習的過程中，有部分成員組成了共學小組，嘗

試實驗「對話技術」（包括社區劇場、開放空間會議科技、世界咖啡館等），共同

發展出對話領導技術的應用流程、基礎操作文件和相關材料。根據方雅慧等人的

解釋，此對話是基於日常生活經驗的，有助於關係建立、引發改變，以及跳脫專

家系統箝制。 

    此外方雅慧等人更發現，有部份工作者在參與「對話實驗」過程中，發展出

與個別參考架構「相映」的對話知識領域（這種知識領域被方雅慧等人稱為「人

的連結」）。這些工作者進一步組成次團體的實踐社群，共同探究對話相關的知識

與實務，之後再將所學知識回饋於平台社群。 

    這個「人的連結」知識領域，即是強調社區工作者不再以自身專業和個人見

解作為唯一參考依據，也不再把其服務的對象（民眾）視為無能的「他者」與「客

體」，從而發展出尊重個體差異與互為主體的互動與協作。這種知識正好呼應了

楊弘任所說，社區要能動起來，首先必須將外來專業知識和在地知識放在平等位

置來看待之觀點。 

    方雅慧等人也指出，這些社區女性工作者還會把所累積的「人的連結」知識，

運用在社區實務當中。若以楊弘任的社會行動論來解讀，這種由女性社會工作者

發展出來的知識，使文化轉譯機制更容易被啟動。例如在高樹推動農業產業文化

的夏子，試圖藉由田野調查、駐地生活與工作、拜會在地農友與社區組織等方法，

來融入農村生活脈絡，和社區居民、農民等學習者相互「對話和學習」，進而形

成農村轉型的集體行動提案（方雅慧等，2011，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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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從上述研究來看，女性建立社區（社群）網絡的能動性，確實已經受到部分

研究者的關注。至於女性獨特的在地知識，也透過女性參與社會運動和學習組織

的過程，而被展現出來。特別是婦女學習組織，藉由自我經驗述說和分享的過程，

不論是在認知或認同的層次，對於跨越社區地理界線、形成更廣泛的社群連結和

支援網絡，有著顯著的成效。 

  若從傳播的角度來解讀此現象也能發現，婦女自我經驗述說和分享，確實涉

及了認知與認同兩個層面。首先，已婚女性面臨相似的處境和問題，使她們產生

相似的知識旨趣，相似的知識旨趣很容易透過對話轉譯為意義的共享，進而建立

連結，此為認知層面。而女性透過自我敘說的經驗分享，能夠感受到和其他女性

成員共屬於同一社會類別（如母職），進而產生共享的認同，這種彼此認同也能

促成社群的出現。 

    然而，婦女的學習組織型態不僅止於讀書會。在 1998年台灣第一所社區大

學文山社大成立後，之後數年內，台灣各地的社區大學開始蓬勃發展。從社區大

學學員的性別組成來看，婦女佔了多數。但是社大和女性自組的讀書會相比，社

大經營者（包括社大工作人員）和女性學員的關係更為複雜，女性能動性的展現

方式，可能也會有所不同。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社區大學作為展現婦女能社區大學作為展現婦女能社區大學作為展現婦女能社區大學作為展現婦女能動性的場域動性的場域動性的場域動性的場域 

    在社區動員當中，不論是透過就業方案計畫舉行的培訓課程，或是社區媒體

在社區舉辦工作坊等，「學習」常被用來作為社區動員的手段，或者被視為一種

從私領域跨越到公領域，進而建立公民意識的培力過程。而學習既然作為一種為

發動社會運動、社區運動所鋪陳的前期動員，必然涉及在社區傳播中發生的「文

化轉譯」機制之運作。 

  同樣地，社區大學雖是以提供學習資源為號召，但背後仍蘊藏培力的理念，

社大可說是培養公共事務參與人才的場域。社大的工作人員，如同連結社區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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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區外部的橋梁，像是透過農村型社大，將社區外的新資訊和教學資源帶入農

村社區。而社大長期經營社區，對於居民需求和特殊在地知識有著較為深入的理

解，這些資訊也能反過來透過社大工作人員傳播到社區之外。但不論是社區內或

社區外的傳播，都與不同知識旨趣之間的文化轉譯相關。這些過程遠比處境類似

的婦女讀書會社群中所形成的身分認同，更加複雜。其中社區女性的知識旨趣，

如何透過參與社大課程，而與社大的公共行動旨趣發生串連，是值得觀察之處。 

一一一一、、、、社大作為連結社區內外網絡的橋梁社大作為連結社區內外網絡的橋梁社大作為連結社區內外網絡的橋梁社大作為連結社區內外網絡的橋梁 

    台灣社區大學成立的契機，可說是 1994年四一○教育改造運動的延續（陳定

銘，2002）。根據台灣社區大學發起者黃武雄（1998）〈我們要辦什麼樣的社區大

學〉為社區大學所下的定義，社區大學與教育部所提倡的社區終身學習、技職教

育之概念並不相同。且社區大學理念與發展理論之間存有衝突，因為後者特別強

調經濟利益的面向：  

    我們並不主張把社區大學當作轉進一般大學的跳板……我們也不主張把社

區大學定位為培養工商專業技能的場所……台灣這幾十年來過分偏重經濟發

展，輕忽文化提昇，已使社會弊端叢生。而半世紀的威權政治，又迫使人民的生

活窄化於私領域、造成價值扭曲，加上強烈的工具主義取向，亦已深植於台灣社

會，致使人文主義無法抬頭，社會亂象不斷。透過社區大學，進行台灣社會的內

在反省，應是重建新價值與新文化的有利契機。（黃武雄，1998） 

    在黃武雄最初的想像中，社區大學分為「學術」、「社團活動」與「生活藝

能」等三種課程。黃武雄認為，透過社團活動課程，可以為學員開啟公共領域，

促使他們參與公共事務，進而成為台灣社會公共事務的人力來源，並且發展出緊

密的人際網絡，形成來自民間的力量。 

    在學術課程方面，黃武雄認為應將焦點放在促成社會內在反省、培養批判思

考能力之上。他認為，學術課程不應該是向學員灌輸菁英式、套裝式的知識，而

是以「專題－共讀－討論」的工作坊形式，對於自身處境進行更宏觀、深層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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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而後重建世界觀。 

    至於生活藝能課程，旨在滿足學員的學習生活需求，並健全其私領域。黃武

雄認為，社會受到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影響，許多生活環節都成為商業行為，人的

生活實踐經驗因此被異化。所以他主張透過「親自動手做」的生活藝能課程，重

新連結生活與實踐經驗，然後重建私領域的價值觀。 

    然而社區大學和其他由文化中心、民間辦理的課程的差異之處，更在於社大

號召學員協同經營的作法。學員不僅是被動地接受課程安排，還能透過參與學校

事務來學習民主經驗，使學員、教師和行政人員之間有更密切的互動。 

    黃武雄也指出，社區大學不該只是被當成「成人教育」。他認為，成人教育

背後往往隱含一套知識權力關係和知識菁英的傲慢。因此社區大學應該避免將學

員視為知識偏低、需要被教育的大眾，少用過於抽象的語言，並且鼓勵學員回溯

自身在生活中累積的經驗，建立起自身的主體意識，然後透過延伸自身經驗來分

析周遭問題。 

    從黃武雄理想中的社區大學藍圖中可以看出，最初社區大學的運作上，除了

延續公私領域的區隔，也屬於「外來專業知識」和「在地知識」相互「文化轉譯」

過程的環節之一。理想狀況下，社區大學並非單向地傳授知識給學員，而要試圖

將學員放在與教師、行政人員同等的位置上彼此學習。但社區大學成立的最終目

的，仍是為了培養民間力量，提供社區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力。如陳定銘（2002）

指出，社區大學提供了公共議題對話的平台，藉此喚醒學員的公共意識，並培養

其公民參與的能力。 

    以婦女個人的學習來說，就像李宛澍（1996）在台北縣袋鼠媽媽讀書會研究

中所發現到的，即使是以個人成長為訴求的婦女學習組織，也能夠促成另一種屬

於婦女特有的公共參與型態。婦女參與社區大學課程，也可能透過學員、教師彼

此的經驗分享，建立自身的主體意識，並發展出更廣泛的支援網絡，來解決周遭

所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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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社大實際的運作過程中，部分專家學者雖對於社大在培養批判型人

才、培力社會運動家等功能寄予厚望，卻也可能發現「效果」不如預期般水到渠

成。例如管中祥在〈公民新聞需要批判與實踐〉一文中批評道：  

    從這幾年「媒觀」及「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在幾所社區大學開設公民

新聞課程的經驗來看，來上課的學員大多是為了學習影像技術，即使有些是想一

圓成為媒體人的夢，但對於社區／公共議題並沒有太多興趣，當然，很難談到「批

判」與「行動」。會有這樣現象，除了在於修課目的偏向技術與功能導向，更大

的原因在於，社區人未必關心社區事。如果有，也大多把公民新聞當作社區報導

或軟性新聞，視為主流新聞的補充，較少從結構或批判性的角度理解社會現

象……不過，對我們而言，不論是在社區大學進行的媒體識讀或公民新聞教育，

其實都只是「幌子」，更根本的目的在於期待學員透過識讀媒體及影音製作的培

力，而能理解社會真實、獨立判斷，進而參與社會、採取行動，這就是媒觀投力

社區蹲點的重要意義。(管中祥，2010年 5月 31日) 

    此「培力不力」、「社區人不關心社區事」的感嘆，突顯出社區居民的學習旨

趣，和社大開設課程的目的有著某種程度的落差。以社大場域中的婦女學習來

說，社大女性學員不一定像某些女性社區工作者般，熱衷參與社區發展協會等組

織主導的相關業務，不一定對於社會性別分工抱持批判態度，也不一定對於公共

性社團所呼籲的「參與公民社會、建立公民意識」等理念，有著明確的興趣。但

是這些批評可能是從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出發，將社區生活截然劃分為私領

域和公領域，而忽略了哈伯瑪斯公共領域也曾受到過度偏向男性中產階級立場的

批評。 

    如陳韻如（1998）指出，在哈伯瑪斯的中產階級公共領域概念中，所謂「溝

通理性」固然可以做為理想的參考點，但實際上參與公共領域的個人或團體，因

為所處的社會位置不同，當權力關係相對弱勢的一方和多數利益產生衝突時，所

謂共識的形成，往往是弱勢的一方屈服於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名的論述權力。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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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整體利益的論述，掩蓋了優勢者的既得利益。此外，由於其對公共的普遍性

與理性的推崇，女性的需求和價值若未使用符合普遍論述規範與價值的語言來表

述（如自由、平等），就無法被當作是公共討論的議題。 

為了突破這個困境，女性主義學者Fraser認為，必須先改變既有對公／私議

題的界定。而從過去到現在的婦女社會運動，已經試圖挑戰這條界線，將原本被

劃為私事的家庭暴力、性騷擾和墮胎等問題，轉化為公共議題（陳韻如，1998）。

從這些案例中，也能看出女性主體行動者在結構限制下所展現的能動性。而社大

女性學員透過社大學習平台，如何扭轉公私議題的界定，或是使日常生活的議題

和傳統公共議題產生意義轉譯，也會是值得觀察之處。 

二二二二、、、、社大女性學員展現的社大女性學員展現的社大女性學員展現的社大女性學員展現的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到到到到集體集體集體集體之之之之能動性能動性能動性能動性 

    以社大學習引導公共行動參與的理想模式來說，涉及幾個階段的動員。第一

是吸引社區居民加入學習社群，或是根據社區居民的需求來開設課程。第二則是

將學員原本對課程的期待，連結到社大所關心的議題上。但是參考方雅慧（2009）

的發現，非正式的人際網絡連結在深化互動的作用上，其重要性不亞於和正式關

係的建立。學員除了透過社大課程學習建立彼此的人際連結，學員在課程之外的

互動，也會是社群認同建立的關鍵要素之一。由此來看，社大女性學員在學習過

程中展現的能動性，必須同時從正式的課堂互動和非正式的課堂外的互動（也就

是女性在社區中的傳播）來探討。所以借用文化轉譯的概念，女性學員不論是在

正式或非正式的關係連結中，其知識旨趣、在地知識（包括默會知識），如何和

來自其他學員、社大工作人員等的知識旨趣和在地知識，進行互為主體的意義轉

譯，會是本研究的觀察重點。 

    過去的社大女性學習相關研究中，曾針對女性參與社大學習的動機來探討。    

以台中縣大里社區公民大學為例，大里社大主任阮小芳即觀察到，當 1999年大

里社區公民大學開課後，在報名人數比例上，女性一向多過男性，男女比例約為

1比 2（阮小芳，2001）。根據阮小芳的推測，社區大學之所以擁有更多的女性學



- 40 - 

 

員，原因在於社會一般民眾對於社區大學的成見。她認為，社大雖然創造了社區

學習的新形態，但這種學習（包括社區讀書會、講座等）總給人一種「非正規」

的印象，不可避免地和「家庭主婦的休閒學習」畫上等號。在這些框架運作之下，

社區大學變成了以女性學員為大宗的非正規學習場域。 

  而在女性學員的修課動機方面，阮小芳把來到社區大學上課的女性學員分做

四類，分別是「社區領導類」、「熱愛學習類」、「打發時間類」和「工具傾向類」。 

    第一種是已經具備社區組織經驗的「社區領導類」學員，例如社區媽媽讀書

會的負責人或社區發展協會幹部，通常會修習社區參與、經營相關的課程，在學

習過程中也常扮演領導人的角色。 

    第二種為「熱愛學習類」，這些學員原本就熱衷參加學習課程或講座，社區

大學則提供了一個學習管道，而這些學員偏好選擇學術性的課程。 

    第三類為「打發時間類」，這類學員過去的生活重心在家庭內部，直到孩子

長大後，生活出現空餘的時間，因此和親朋好友、鄰居結伴到社區大學學習。而

修習一些休閒、藝能類的課程，便成為她們打發時間的方式之一。在這類小團體

中，如果有人產生新的想法，就會發生迅速的連鎖反應。 

    第四種「工具傾向類」的學員，通常是在生活中遇到了具體的問題，像是人

際關係、親子關係或工作上的問題，才會來到社區大學，希望尋求專業上的協助。

因此她們選修的多半是能夠為她們提供解決途徑的課程，如法律課、人際溝通等

課程。阮小芳更發現，後三類的學員通常侷限在傳統婦女的角色，例如每逢節日

祭拜，這些學員翹課的比例就會偏高。 

    阮小芳所列出的學員分類，似乎較為肯定「社區領導」類女性學員在學習上

展現的社區參與能動性，「傳統婦女」則因為受到家庭「限制」的影響，其關注

的焦點可能更放在個人成長、社交需求和生活問題的解決上。但是從阮小芳對傳

統婦女型學員的描述來看，這些學員並非欠缺能動性，而是她們的知識旨趣和社

區經營等課程所關注的知識旨趣，尚未產生轉譯。例如第三種「打發時間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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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她們在參與社大課程學習之前就已經建立的人際網絡，為社大新資訊的傳

播奠定了基礎，即使她們選擇的是表面上不以培養批判能力為目的的藝能性課

程，任何新想法仍會透過既有的人際網絡迅速傳播，產生連鎖反應。這可能就是

「傳統女性」學員特有的能動性之所在。 

    此外，社大女性學員如何透過課程中的自我經驗述說，建立自我認同，同樣

是部分教育研究者關心的議題。由於社大成立宗旨在於培養批判思考、打破僵化

的價值觀並重建主體性，和女性主義觀點的教育學所希企建立的多元價值體系，

有著共通性。一些教育研究者面對社區大學中「女多於男」的現象時，即試圖以

社區大學為平台，將女性主義的理念融入社區婦女教育之中。 

    黃鈺樺（2004）在〈女性主義觀點在社區大學婦女教育之應用〉一文中，主

張女性從自我敘事來重構自我認同的重要性。她從後結構模式的女性主義教育學

出發，認為社大應讓女性學員認知到其所處的社會位置（不僅是性別位置），影

響著其自我的發展，進而讓女性學員抗拒來自主流論述的強制規範力量。而學員

透過敘說自我生命經驗，還能建立局部化、情境化的知識，然後讓自我從多元的

敘事中顯現出來，進而建構對自我的認同和知識： 

    在強調後結構女性主義教育學關懷的學習情境當中，關注的焦點不再只是放

在個別的教師、學習者、課程、教學等對象本身，而是轉向捕捉學習情境中所構

築「意義的網絡」，追索多元敘事之間的關係與經驗意義的連結。（黃鈺樺，2004，

頁 9） 

  黃玉樺觀察台北縣各社區大學的婦女教育課程時，也發現不同的課程可被視

為不同的切入點，學員的生命經驗關照則是主軸。女性學員可從各種角度切入反

思自身經驗、體會到與他人經驗的共通性。女性也能以自身的生活周遭環境做為

社會實踐的出發點，從社團經驗中培養出尋找資源、集結力量和參與公共事務的

能力。 

    從這個觀點來看，社大所提供的課程內容，其實可被視為一種文化轉譯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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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社大希望培養學員批判性思考的知識旨趣，透過課程的設計，得以和女性既

有的在地知識在認知層面上產生轉譯。 

    此外，當中女性的在地知識，則是透過反思自我經驗並加以述說而累積。也

就是說，女性藉由自我敘說來重建自我，同時建立了以自身為主體（但和從他人

的互動中取得意義）的知識。這些在地知識的建立，還能轉為建立自我認同的基

礎。 

    而從個人層面的共通生活經驗或默會知識之相互轉譯，還可能塑造出對集體

社群的認同。如黃玉樺注意到，學習社群的成員透過傾訴、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

所產生的情緒支持，對於女性學員來說，是建立網絡連結的要素。經由這種情緒

支持網絡的協助，反過來也使女性在對待生活的各種關係上，更富有彈性與創造

力。這種網絡連結並非如社會認同模式所說，只建立在認知層面，顯然還涉及了

情感部分的連結。這一點和李宛澍（1996）發現的女性學習社群支援網絡也有著

共通之處。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依據楊弘任（2007）文化轉譯的社區行動論觀點，當外來公共行動者的專業

知識，得以和村落傳統組織的在地知識產生雙向轉譯時，才可能發生更全面的社

區動員。楊弘任所指的在地知識，是以實作為基礎，由在地師傅傳承下來的知識。 

  但在社區之中，相較於傳統上具「專業權威」的男性，女性往往才是更熱衷

參與社區事務及社區「非正規」學習的群體。對這些以社區女性為核心的動員來

說，其文化轉譯機制的運作，不一定是發生在傳統意義上的經過權力加持的知識

之對話上。如同 Harding（1991）所說，女性的觀點來自日常生活。黃鈺樺（2004）

也發現到，女性的在地知識，同樣屬於實作性質，但它們是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

來的經驗（或可被視為默會知識），並且透過自我述說來建立。 

  此外，在社群的認同層面，參考黃鈺樺（2004）的發現，女性不但可以透過

敘說生命經驗來累積知識，還能和他人建立情感支持網絡。女性在地知識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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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和社群認同的建立，似乎是一體兩面。如方雅慧等人（2011）觀察屏東社

區的女性社群共學時即指出，女性社區工作者相較於男性，特別關注於「對話知

識」的累積和分享，而這種知識也能被女性社區工作者善用於社區動員上。 

  因此在觀察社大女性在日常傳播行為中展現的能動性時，社會行動論的文化

轉譯與在地知識等概念，都需要做出一些修正。例如擴充對在地知識的定義，將

情感取向的、非傳統專業知識的默會知識或實踐意識，也納入在地知識的範疇內。 

至於女性的社區公共參與，也不僅侷限於以特定公共事務及議題為名義的社

區動員類型之中。傳統對社區公共參與的想像，經常是關於社區居民參加公共行

動社團所發起的動員之現象。女性個人的進修，多被當成私領域的延伸，而非公

領域的一部分。但是，從社區大學的女性學員學習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在課程學

習中發生的女性經驗敘說與分享，除了培養批判與獨立思考的能力，也能建立情

感支持網絡，成為讓女性願意持續到社大上課，並且成為她們開始關注家庭以外

的事務之動力。因此這類的動員也應被視為一種公共參與的過程。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以農村型社區大學以農村型社區大學以農村型社區大學以農村型社區大學「「「「旗美社大旗美社大旗美社大旗美社大」」」」女性學員為研究對象女性學員為研究對象女性學員為研究對象女性學員為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以旗美社大為觀察的場域，因此本節回顧旗美社大成立的背景脈

絡，以及研究者為何選擇旗美社大女性學員為研究對象的原因。 

一一一一、、、、從反水庫到旗美社大從反水庫到旗美社大從反水庫到旗美社大從反水庫到旗美社大「「「「向農村學習向農村學習向農村學習向農村學習、、、、讓農村學習讓農村學習讓農村學習讓農村學習」」」」 

    旗美社區大學是台灣典型的「從社會運動延續到社區經營」的案例之一。旗

美社大源自美濃愛鄉協進會主導的反水庫運動，社大的成立目的，主要在於希望

以長期經營社區與農村議題的方式，延續反水庫運動的精神，為農村地區建立起

「農村意識」。 

    根據旗美社大行動研究案（張正揚等，2010）中，旗美社大對於自身成立脈

絡之理解，旗美社大在地社區網絡的經營開端，源自兩大社會運動，第一個源頭

正是南台灣社運史上著名的「美濃反水庫運動」。 

    這場「和國家對抗」的十年抗爭，不只喚醒且凝聚了美濃人對於自身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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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由於美濃水庫的興建，是為了供應濱南工業區和八輕的用水，運動關注的

焦點更逐漸從水資源的議題，擴大到農村議題，突顯在政府重工輕農的偏頗政策

下，美濃作為農村的經濟形式邊界（林福岳，2002）。 

    所以當美濃水庫興建案撤銷後，過去從家鄉出走的青年，因為回鄉參與了這

場反水庫運動，面對稻作、菸葉等農地及相關文化的消失，以及台灣加入 WTO

後對在地農業的衝擊等現象，轉而把目標放在農村議題上，企圖將反水庫的動員

力量延續下去。 

    美濃愛鄉協進會鍾明光曾表示，反水庫是無止盡的社區運動之開端，它提供

機會讓社區居民去討論公共議題，也讓他們有機會發展社區自主性（馮小非，

2006）。 

    於是當 1998年 9月 28日第一所社區大學「文山區社區大學」成立後，這群

美濃的返鄉青年，決定以「學習」作為延續反水庫運動的策略，並於 2000年間

開始籌劃。在籌備期間，這群青年行動人士希望透過社區大學的管道，將終身學

習教育資源引進農村，再藉由課程經營，為農村生活帶來不同面向的思考和探

索，最終建立起「農村意識」1（洪馨蘭，2008）。 

    時至 2001年，恰逢高雄縣政府招標，打算設立一所社區大學。這群青年便

以鍾理和文教基金會2的名義，提出設立旗尾社區大學的構想（後改為「高雄縣

旗美社區大學」），成功標下了此案（曾文忠，2011），把反水庫議題轉為以「建

構在地知識與農村意識」為目標的農村學習運動。 

    旗美社大「向農村學習，讓農村學習」的基調就此確立，也就是重新肯定農

村的生產、文化和生態等價值，同時也讓農村重新學習，獲得知識的養分（馮小

                                                      
1 洪馨蘭（2008）〈建立農村意識是我們的團隊目標〉指出，農村意識就是「能夠意識到：農村

是什麼、農村有什麼、農村要什麼」。要回答這種農村意識的三大問題，都必須回歸到對農村的

理解上。 
2
 鍾理和文教基金會於 1989 年成立，除了負責管理 1983 年建立的鍾理和紀念館，也參與社區經

營、客家文化和台灣文學等相關事務。鍾理和之子鍾鐵民除了擔任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的常務董

事，也是愛鄉協進會的組織人之一。因此當美濃愛鄉協進會欲成立社區大學時，便以鍾理和文教

基金會的名義，於 2001 年起承辦台灣第一座農村型社區大學（見

http://140.112.64.207/ctm/1_intro/int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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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2003）。此為旗美社大的第二個起源（張正揚等人，2010）。而旗美社大早期

成員，多由曾主導過反水庫運動的「美濃愛鄉協進會」成員轉任。 

    旗美社大的兩個起源之間有著顯著的延續性。旗美社大的出現，正是當時社

運人士從抗爭性的、短期動員的社會運動，轉向更貼近常民生活的社區經營之典

型。 

    但旗美社大和先前的反水庫運動，也如新社運理論中所說（楊弘任，2007），

兩者在「認同」和「對手」等概念上具有差異性。雖然兩者都涉及認同的塑造，

但後者所建立的客家族群認同更為單純，有明確的抗爭對象（政府）；前者所要

建構的「農村意識」則更加複雜，相對之下沒有明確的抗爭對象，但更貼近社區

常民生活。 

  如林福岳（2002）曾在反水庫運動認同建構研究裡指出，1992年發起的反

水庫運動，因為發生在以客家人為主體的美濃地區，透過強化與政府的對立，並

結合更廣大的客家族群和文化認同，使反水庫運動獲得正當性，達成動員的目的： 

    美濃客家人的邊界非常清楚，就是一個傳統而純度高（以人口的族群別而言）

的客家聚落，但站在運動發起者的觀點，仍有必要重新界定一次族群的邊界，以

再度喚起群眾對族群的集體記憶和認同，架構運動發起的文化和心理基礎。（林

福岳，2002，頁 82） 

  而旗美社大作為第一所開辦於鄉村地區的常態終身學習機構3（洪馨蘭，

2008），以原美濃愛鄉協進會的社區工作經驗為基礎，企圖更長遠地推動廣大農

村地區的成人學習，並透過連結社區各種網絡來組織資源及人力，以獲得農村自

主所需的力量。因此旗美社大依然保有濃厚的社運色彩與動員需求： 

  近則引介與社區發展相關訊息，組織各種人與物的資源，為農村的沈痾找尋

出路；遠則化被動為主動，重建農村支離破碎的人際關係，建立農村自主發展所

                                                      
3
 旗美社大以全國第一所農村型社區大學自居，其校本部雖位於旗山美濃交界處之旗美高中，

但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課程，散佈於旗美九鄉鎮（旗山、美濃、甲仙、杉林、、內門、六龜、那

瑪夏、桃源和茂林）的十個地點（張正揚，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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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力量。（張正揚，2005） 

二二二二、、、、研究者選擇旗美社大作為觀察場域的淵源與研究問題轉向研究者選擇旗美社大作為觀察場域的淵源與研究問題轉向研究者選擇旗美社大作為觀察場域的淵源與研究問題轉向研究者選擇旗美社大作為觀察場域的淵源與研究問題轉向 

    近年來關於網路作為一種媒介與媒體所帶來的影響，一直深受學界關注。以

郭良文、林素甘（2010）的蘭嶼數位典藏計畫為例，兩位學者指出，原住民之所

以難以對外發聲，是因為欠缺設備與技術。但 1992年出現的全球資訊網，作為

一種多功能的傳播管道，扭轉了這個劣勢，如北美印第安人善用網路，來強化自

身的文化異質性（Prins, 2008: 74；轉引自郭良文、林素甘，2010）。所以兩位學

者認為，透過網路傳播可以讓蘭嶼人更能表達自己、保存文化： 

    「網路是第一個散落在全球的獨立群體或個體，透過近用（access）與培力

（empowerment），可以將自己的聲音傳播給百萬名以上的國際閱聽眾，並且有

潛力成為第一個全球公共領域（global public sphere）」（Ford & Geneve, 2001，頁 

202）。因此，協助蘭嶼原住民社群建立可以對外發聲的網路媒體管道便是一件有

意義、重要的工作。（郭良文、林素甘，2010，頁 159-160） 

  管中祥（2008）分析 PeoPo公民新聞影音網如何成為實踐傳播權的實驗場

時，則指出網路具有無政府（anarchic）和互動的特質，是一種多對多的媒體，

所以能使接收和傳送資訊變得更便利，進而落實「電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也就是公民能夠透過電腦與網路來分享、整合資訊，進而形成決

策。2010年 6月 9日發生的苗栗大埔地區怪手毀田事件，即是由台灣具指標性

的 PeoPo公民網站記者大暴龍，透過網路媒體進行報導。而後該報導又經由網路

媒介散佈，終於能將該事件背後隱藏的農業危機問題傳播出去，引發了社運與農

運團體的串連，舉行反浮濫土地徵收的「台灣人民挺農村」凱道守夜行動。 

    而研究者由於過去曾在另類媒體工作，網路媒體的崛起，更讓研究者瞥見另

類媒體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因此研究者選擇曾協力過「小地方新聞網4」彙整稿

                                                      
4
 「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曾是由行政院新聞局地方新聞處主辦、上下游文化工場公司承辦、

旗美社區大學協力整理的網路媒體平台，目前已經結束運作。參考新聞局地方新聞處《地方民眾

運用網路媒體報導公共議題之研究－以「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網站為例》（廖振驊，2008），

小地方新聞網本為配合行政院 921 重建會「重建區社區總體營造」所辦理的社區報輔導工作。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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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高雄旗美社區大學作為考察對象，試圖觀察那些在許多公民新聞相關論述中

所提到的理想，是否能透過網路中介，在農村社區被實現。 

  在實際進入田調場域後，研究者發現旗美社大成員普遍年輕，有幾位年紀尚

在三十歲以下，他們確實屬於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一代，其網路操作的

能力也比其他農村型社大（如北門社大）成員來得高。但我也察覺，透過這些年

輕人的網路操作技能，固然能為農村社區提供了對外發聲的管道，但在幅員廣大

的農村社區內部，居民使用網路的程度和頻率並不高，甚至有些家庭根本沒有網

路。例如旗美社大學員阿慶表示，雖然他會用臉書，但他的家裡沒有網路，某些

資訊仍仰賴社大工作人員以面對面或電話方式來告知（阿慶訪談，20111007）。 

  在這樣的狀況下，對於社區內部來說，若訊息僅僅是透過網路來傳播，效力

著實有限。因此即使 PeoPo為了培力公民記者，從 2006年 12月起，已陸續在社

區大學、NGO組織開辦工作坊，但真正參與公民新聞報導的公民記者，在農村

社區中卻寥寥可數。即便公民新聞有「培力」之效，也僅是少數人（多為社區中

的菁英知識分子）的專擅。 

  相較於網路上發生的傳播，發生在網路下的人際傳播，反而在農村地區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旗美社大深知這一點，因為社大工作人員不僅會把製作的公民新

聞短片上傳到 PeoPo，也會直接將電腦搬到社區居民的面前，將影片播給他們看。 

  因此研究者希望暫且跳脫科技決定論的迷思，重新回到第一線的社區場域，

思考社區內的傳播和動員究竟是如何發生。 

    而在和旗美社大互動的過程中，研究者也發現到，旗美社大的學員組成以女

性居多，最熱門的課程也是藝能性的課程。旗美社大秉持建立農村意識的理念，

應如何透過這些課程平台，和社大佔多數的女性學員們的知識旨趣產生轉譯，而

女性學員在日常社區傳播中建立的人際網絡，又如何被社大與女性學員自身運用

                                                                                                                                                        
年後，新聞局將小地方新聞網改為類似地方通訊設性質的新聞網站。2007 年，小地方新聞網引

進公共新聞學的概念，利用 RSS、標籤等技術，並採用創用 CC 授權協定，與其他網站串連。2008

年 3月後，小地方新聞網再次改版，從網站轉為部落格。小地方新聞網運作期間，旗美社大曾協

助新聞局舉辦「公民新聞寫作訓練」來培養小地方新聞網的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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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動員上，成為本研究發想的開端。 

三三三三、、、、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以旗美社大學員組成來說，如表一所顯示，從 2001年社大成立之初，女性

學員的比例一直遠高於男性學員。根據旗美社大探課員陳惠文5的說法，這個「女

多男少」的現象，是從社大一開始成立時就出現了（社大探課員陳惠文訪談，

20111007）。社大成立之初，女性學員比例約占總學員數的七成，如 92 學年度秋

季班的報名學員人數男女比例約為三比七（見表一）6。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旗美社大歷年學員報名人數男女比例旗美社大歷年學員報名人數男女比例旗美社大歷年學員報名人數男女比例旗美社大歷年學員報名人數男女比例 

 

                                                      
5
 由於旗美社大所在位置離部分上課地點太遠，加上人力有限，社大工作人員無法全程參與所有

課程，因此社大在每一區內都設有一名「探課員」，負責觀察該社區的上課情形，並向社大專員

反映學員意見、為學員解決課程相關問題等。根據曾在旗美社大實習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研究生吳佳玲（2011，旗美社區大學校刊第 58期第六版）的觀察，旗美社大探課員全部都是女

性，年齡層大約在四十歲至五十歲之間。 
6
 此資訊由旗美社大課程規劃專員胡晉維所提供。因為 2003 年春季班之前的招生數據已遺失，

所以本數據是從 2003 年秋季班開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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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惠文指出，早期社大剛成立時，男性學員數量屈指可數，甚至剛開始還有

一些男性反對讓妻子到社大學習，認為她們有太多活動之後就會「不顧家」、「學

壞」。不過近年來社大男性學員比例略有增加的趨勢。 

  旗美社大開課之後，確實也為農村婦女的生活帶來改變。陳惠文表示，「過

去農村婦女白天要工作，晚上丈夫可以出去喝酒打牌，太太卻只能待在家裡。婦

女罵不到先生，只好把氣出在小孩身上，所以到晚上常聽到家家戶戶罵小孩。」

但有了社大之後，這些過去把家庭當成唯一生活重心的婦女，她們的生活中出現

新的選擇，「婦女開始知道自己也有權利出來鬆口氣，而不是只能抱怨。這些開

在晚上的課程，讓她們有機會接近社區事務、關心社區，並吸收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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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旗美社大固然肩負滿足學員學習需求的任務，但作為一個社運色彩濃

厚的終身學習機構，提供學習場域的目的，最終仍是要回到運動實踐之中。只是

旗美社大建立「農村意識」的目標，和實際上社大熱門課程類型（藝能性課程），

表面上兩者之間似乎存有一些落差，此落差也被部分社大工作人員所感知。 

  如旗美社大專員周依禪表示，旗美社大想推廣有機農業，但實際的開課內容

卻沒有辦法往這方面推動。因為社大必須先和學員、探課員、社區居民和各社區

發展協會等互動後，深入了解社區的需求和意願，才能開設能夠滿足居民所需的

課程，而這些課程多半屬於生活藝能課程，直接與農業知識相關的課程卻往往乏

人問津（研究者田野筆記，20110725）。 

  旗美社大專員涂裕苓則指出，旗美社大也和社區發展協會等組織合作，開設

過一些課程，協助社區發展協會培訓人力。不過許多和「專業」相關的課程，例

如農業、木工等課程，女性學員比例反而偏低（烹飪課程除外）（社大專員涂裕

苓訪談，20120220）。 

    這些問題反映了社區的實際生活面貌。也就是在這些農村社區中，男性大多

扮演「專業」的工作者，他們會為了增進專業技能而到社大進修，而女性學員多

半是已婚婦女，為了「滿足生活所需」或「興趣」，才到社大學習。但後者的學

習意願往往比前者更為強烈，也更持久。 

  參考 Thompson把社群共同經驗視為動態過程的觀點，以及 Giddens具因果

關係的行動流概念，此動態過程既是關係的建立，也是同時由結構與個人能動性

所形構。本研究希望跳脫過去把公領域和私領域一分為二的前提假設，從社區女

性主導建立關係網絡的過程切入探討。此外，本研究企圖以較廣義的社區傳播的

角度出發，並引用 Kennelly（2009）關係能動性概念，分析社大女性學員如何透

過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傳播行為，以自身為核心建立一套可被運用於動員的人際

網絡，藉以探討過去被忽略的女性學員之個人能動性，而個人能動性又如何轉為

集體的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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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為女性的能動性隱藏在日常生活之中，且關係建立涉及了傳播過程，以

及可能發生的認知結構轉譯等環節。所以本研究在分析這些關係建立的過程時，

還借用了楊弘任（2007）社區行動論的觀點，以文化轉譯和在地知識作為找出個

人能動性如何轉化為集體能動性的關鍵要素。此外，因為文化轉譯概念涉及在地

知識的轉化，所以在分析女性在地知識如何與其他在地知識或專業知識進行轉

譯、使人際網絡關係得以成形的過程時，也能藉機描繪出女性特有的在地知識樣

貌。 

    透過將這群原本能動性相較不受重視的社區女性，視為核心的研究對象，本

研究希望進一步擴充現有研究對「在地知識」與「公共參與」的認知，發掘出屬

於社區女性的、更多元的在地知識和公共參與型態，改變一般認為社區女性欠缺

「專業」和「參與公共領域的能力」等成見。 

    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從廣義社區傳播的角度來觀察，旗美社大女性學員如何發揮個人能動性，鬆

動傳統賢妻良母定位走出家庭？ 

(二)在鬆動傳統賢妻良母定位的過程裡，旗美社大女性學員展現出的在地知識

（包括默會知識）樣貌為何？  

(三)旗美社大女性學員如何在社大的場域裡，運用其特有的在地知識進行文化轉

譯，和旗美社大建立網絡連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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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於質性研究，研究者使用參與觀察法和深度訪談訪蒐集資料。資料

蒐集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2011年 6月到 2012年 4月，作為進行正式研究

之前的初探，第二階段預計從 2012年 5月進行至 2012年 11月。兩階段的資料

蒐集時間總和達一年半。 

    在資料分析方面，研究者使用紮根理論方法，分析從田野調查過程取得的資

料，建立類目並找出類目之間的關聯性。 

    但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並非是絕對的「先與後」的關係。本研究試圖在資料

蒐集和資料分析兩個階段中來回，透過分析第一批蒐集的資料，修正往後資料蒐

集的方向，也讓研究者自身、研究者蒐集的資料和舊有文獻之間，有不斷對話、

反思的機會。 

    以下分別說明資料蒐集方法、資料分析方法、研究對象的選擇與研究架構，

以及提出訪談大綱。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 

一一一一、、、、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 

  Sorokin認為，世界是透過符號而被人類所感知，因此社會文化現象也是透

過意義的領域而相互連結。這些意義改變了客體的自然性質，甚至比物理科學上

的時空更重要、更具本質。Parsons的行動理論也指出，社會行動不只是外在行

為，它本質上是行動者根據過去、現在和預測未來的知識，在面對其所處情境時，

給予自身的定位（Tiryakian, 1965）。根據此觀點，這些透過人類社群互動所產生

的社會結構特質，不但能夠主觀地被社群成員所感知到（或賦予意義），還能被

研究者發掘出來（Gold, 1997）。因此研究者期許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來獲得被

研究者所感知的知識和自我詮釋。 

  本研究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資料蒐集部分，分別採用無結構式和半結構

式的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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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研究者在研究問題發想的過程中，已透過既有文獻的彙整與分析，試圖

描繪出研究場域的輪廓，但由於研究者作為來自非農村社區的外來者，不可能光

從文獻的閱讀就能得知研究場域的全貌，也無法立即找到最適當的研究對象。因

此在第一階段的初探研究部份，研究者先以旗美社大的工作人員（社大主任、專

員和探課員），作為最初的資訊提供者（informant），並採用非結構式的深度訪談

法。 

    所謂非結構式深度訪談法，意指研究者在訪談中，不使用固定的問題作為引

導，讓受訪者較為自由地談論自身的意見與感受，而研究者的提問也會隨著訪談

情境的差異來做調整。研究者希望藉由社大工作人員較為廣泛的經驗分享，對於

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場域，提供更豐富的背景資訊，使研究者得以進行更深入的理

解，並視情況修正研究問題的方向，作為第二階段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之參考。 

    而從第一階段的資料蒐集過程，也能經由社大工作人員的牽線，發掘出具有

代表性的社大女性學員，作為下一階段的研究對象。 

    在第二階段的資料蒐集中，研究者將研究重心轉移到具代表性的社大女性成

員之觀點蒐集上，並採用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針對本研究提出的三個研究問

題，以及參考第一階段的資料蒐集成果，設計出合適的訪談大綱。 

    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意指研究者雖然擬出固定的問題，但提問的順序與方式並

不固定，使受訪者和研究者能夠較為自由地交談，而不會受到提問次序的限制（袁

方編，2002）。透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研究者希望透過較為具體的訪談大綱，

獲得社大女性學員對自身經驗的詮釋，對於本研究的三個研究問題做出回應。 

    而研究者也必須在資料蒐集過程中，不斷檢驗從先前的資料提供人那裡取得

的資訊之正確性。當研究者可以準確預測某群體的成員會給出的回答時，表示資

料蒐集已達飽和（saturation），而後應該投入其他類型的問題和資料提供人之資

料蒐集（Gold, 1997）。如 Glaser & Strauss（1967）所建議的，飽和意指社會學家

無法再從一個類目（category）中獲取新資料，因此他轉而找尋其他不同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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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在最大的範圍內，該類目確實已經達到飽和（同上引）。 

    以 Hochschild（2003）情感勞動研究為例，該研究者除了訪談他所設定的研

究對象空服人員之外，更訪問了許多和空服工作相關（或是性質全然相反)的其

他工作者）做為比對的資料。此方法拉大了樣本範圍，也讓從不同樣本之間獲得

的資料，得以展開對話。因此本研究雖以社大女性成員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仍會

不斷參照社大女性學員周遭相關人物的生命經驗，例如社大工作人員和社大女性

學員的親友之觀點，作為資料比對的參考。所以在第二階段的資料蒐集中，研究

者仍會和第一階段的部分受訪者（社大工作人員），或是社大女性學員的親友，

進行無結構式的訪談。 

二二二二、、、、參與觀察法參與觀察法參與觀察法參與觀察法 

    Weber認為，為了確保取得資料的可信度，研究必須從被觀察者的角度出

發。因此研究者需要熟悉資料提供人的個人經驗和角度，同時必須避免將自己的

觀點投射在資料提供人身上。而資料提供人也扮演著為研究者所提出的概念及發

現，提供直接實證基礎的關鍵角色。此方法為理解的社會學（verstehende 

sociologie）（Gold, 1997, pp. 389）。 

    Geertz（1973）在分析四個不同地方的法律制度時，也指出研究者應先了解

地方情境。他認為，研究者是若要觀察在地法律的運作，首先必須認知到法律其

實是一種地方實踐（local practice），是藉由在地知識來運作的。因此若要了解某

個社會現象，必須藉由檢視當地的「知覺框架（frame of awareness）」，才能得知

該現象背後真正的因果（轉引自侯勝宗，2005）。這些論點都強調，研究者應從

被研究者（或地方情境）的角度來思考，避免自身的主觀投射。 

    然而單從深度訪談的資料蒐集方法，仍然無法避免研究者在訪談過程和受訪

者的互動中，以自身觀點影響受訪者回應的疑慮。所以本研究希望搭配參與觀察

法，不但以研究場域的日常運作，作為檢驗受訪者觀點的證據，更要透過參與觀

察自然情境，對於研究對象的自我詮釋與其身處的情境脈絡，有著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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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雅慧，2009）。 

    本研究在第一階段的資料蒐集部分，搭配非結構式深度訪談法的進行，選擇

旗美社大所舉辦的一場農村工作坊、兩類社大課程（手工肥皂班和法律班）作為

參與觀察的情境，目的是在社大實際運作的情境下，觀察社大工作人員和社大學

員的互動，以及學員彼此在參與課程時的互動，作為第一階段深度訪談獲得的問

題假設之檢驗。 

    然而在第二階段的資料蒐集部分，由於本研究不但要關注女性學員在社大課

程互動中產生的正式關係，也必須掌握她們在非正式關係中的傳播互動。也就是

說，研究者不但要在她們參與社大學習的場域中進行參與觀察，還需要從她們和

親友、同學與社大工作人員在課後的互動中，實地觀察她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發

揮其能動性。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紮根理論紮根理論紮根理論紮根理論 

    透過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蒐集的資料（筆記和錄音檔），將會全部轉為

文字檔。之後本研究希望透過紮根理論方法，分析出類屬和類屬之間的關係。 

  紮根理論是行動導向的模式。譯碼是運用演譯和歸納兩種思維替換思考，藉

著不斷提出命題和驗證命題，使理論紮根於資料。資料中必須有一而再再而三的

事故，反覆支持研究者擬定的關係才能算數（Strauss & Corbin, 1990／徐宗國譯，

1997）。 

  紮根理論方法使用資料登錄系統，將個別資料重新打散、賦予概念，再加以

重組，發現類屬與其屬性（特徵或歸因）、面向（屬性所屬的區位），搭起主類屬

與次類屬間的關連性。此過程分為幾個步驟，分別是開放登錄（open coding）、

成軸登錄（axial coding）、選擇登錄（selective coding）（胡幼慧，1996）。 

一一一一、、、、開放登錄開放登錄開放登錄開放登錄：：：： 

  開放登錄是藉由仔細檢驗而為現象取名、分類的分析工作。藉由不斷比較的

分析方法（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of analysis）和問問題，建構出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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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性和特殊性（Strauss & Corbin, 1990，徐宗國譯，1997）。 

    開放登錄是將資料概念化（conceptualizing），也就是把每一件觀察到的現象

或文句段落，予以分解成每個獨立的事故（discrete incident）、念頭或事件

（event），再賦予可以代表個別指涉現象的名字，由此得出許多概念標籤

（conceptual labels）。 

    之後研究者將看似與同一現象有關的概念聚成一類（此為範疇化，

categorizing），再為這些範疇下一個抽象層次更高的概念標籤。每個範疇可以自

身為中心，代表某特定現象，涵蓋副範疇下的概念群。 

  而要發展一個範疇，必先開發性質（properties），再從性質中區分出面向

(dimensionalized)（Strauss & Corbin, 1990／徐宗國譯，1997）。 

二二二二、、、、成軸登錄成軸登錄成軸登錄成軸登錄：：：： 

    在成軸登錄過程中，有四種分析工作同時進行，包括構想範疇與副範疇之間

的假設關係，以實際資料來驗證或否定假設，同時持續發掘性質和面向開發範疇

與副範疇，以及在面向層次上連結範疇，並發現一些型態的存在（範疇的性質和

面向之間重複出現的關係）（Strauss & Corbin, 1990／徐宗國譯，1997）。 

三三三三、、、、選擇登錄選擇登錄選擇登錄選擇登錄：：：： 

    為了將前兩個步驟所得到的資料，發展成概念清晰且有根據的圖像，第一步

驟需要闡述故事線，概念化並選擇核心範疇。 

    第二步驟則是藉由資料中呈現的因果條件、脈絡、策略、結果等譯碼典範上

的單位，連結核心範疇和附屬範疇，直到範疇的排列次序成為此故事的分析版本。 

    第三步驟是經由問問題、比較和提出假設，把資料理的範疇關係依其所屬性

質和面向上的位置連結在一起，使每個主要範疇的性質和面向也能凝聚起來。 

    第四步驟需用所有資料來驗證這些範疇之間的關係。 

    最後步驟則是繼續開發範疇。這五個步驟不一定是線性次序的，更常是循環

的（Strauss & Corbin, 1990／徐宗國譯，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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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兩個階段進行資料蒐集。兩階段的資料蒐集在本研究的前期雖有前

後之分，但之後將會交叉進行。透過研究者本人和不同資訊提供人的互動，將使

從兩階段資料蒐集所取得的資料，有進一步對話和相互驗證的機會，以確保所得

資訊的可信度，並檢驗資料蒐集是否達到飽和。 

    在資訊提供人的選擇上，參考楊弘任（2007）黑珍珠之鄉社區動員研究，和

其提出的社區行動論觀點，「文化轉譯」是社區動員的機制，且文化轉譯必須透

過兩種知識興趣（在地知識和外來專業知識）的雙向溝通，才會發生。不同知識

興趣的雙向對話，則是需要透過社區網絡中的「關鍵」個人（作為網絡中的節點）

來進行的。所以若欲了解旗美社大女性學員被動員和動員的過程，必須先找出社

區網絡中的關鍵個人節點，再從以該人為核心的生活網絡，觀察文化轉譯發生的

時機和過程，且其背後隱藏的在地知識樣貌。 

一一一一、、、、第一階段資料蒐集第一階段資料蒐集第一階段資料蒐集第一階段資料蒐集：：：：和社大工作人員建立關係和社大工作人員建立關係和社大工作人員建立關係和社大工作人員建立關係 

    首先我以電話和 email等方式和旗美社大工作人員取得聯繫，再透過民族誌

田野調查，包括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方式，和旗美社大工作人員建立交往關係

（rapport）。初步的資料蒐集階段之資訊提供人，包括了旗美社大主任張正揚、

六位社大專員和一位探課員。 

    在最初階段，我以非結構式訪談，借用現象學「存而不論」的方法，希望盡

量以更全面的方式，取得對研究場域的初步了解。另外，我也採用參與觀察的方

式，親身觀察了一場農村工作坊和三堂的社大課程。該社大課程分別為一堂手工

肥皂課，與二堂的法律班。當中除了觀察學員組成和上課情形，也和學員做了簡

短的訪談，了解她們到社大修課的原因，以及修課之後的生活變化。但初步階段

最主要的目的，仍在於發現動員個案與女性學員從事公共參與的可能型態。而藉

由社大工作人員指認和參與觀察後的發現，研究者得以找出幾位具有代表性的女

性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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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行第二階段社大女性學員的深度訪談後，研究者會根據第二階段的訪談

資料，和第一階段的資訊提供人再進行訪談，並且進入社大女性學員的學習場域

和家庭場域進行參與觀察，使兩階段的資訊可以產生對話並相互驗證。 

二二二二、、、、第二階段資料蒐集第二階段資料蒐集第二階段資料蒐集第二階段資料蒐集：：：：訪談社大女性學員訪談社大女性學員訪談社大女性學員訪談社大女性學員 

    在第二階段的資料蒐集過程，我根據第一階段取得的資料，以被指認出的社

大女性學員作為資訊提供人，透過社大工作人員的協助，分別和她們聯繫，進行

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 

    本階段的訪談目的在於回答本研究所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 

(一)從廣義社區傳播的角度來觀察，旗美社大女性學員如何發揮個人能動性，鬆

動傳統賢妻良母定位走出家庭？ 

(二)在鬆動傳統賢妻良母定位的過程裡，旗美社大女性學員展現出的在地知識

（包括默會知識）樣貌為何？  

(三)旗美社大女性學員如何在社大的場域裡，運用其特有的在地知識進行文化轉

譯，和旗美社大建立網絡連結關係？ 

    在和這幾位社大女性學員接觸後，我會從這些學員的推薦和介紹之中，以及

她們在訪談中透露的社區網絡連結，找出其他具代表性的女性學員作為資訊提供

人。之後我會請之前訪問過的女性學員，和社大工作人員提供協助，與這些資訊

提供人取得聯繫，再分別進行深度訪談。 

    此外，在第二階段的資訊蒐集過程，我和社大工作人員保持聯繫，就在學員

方面取得的資料，和社大工作人員進行對談，並和社大女性學員的部分親友建立

聯繫。除了進一步確認資料正確性，也希望藉此了解社大工作人員、社大女性學

員的親友如何理解和詮釋這些女性學員的能動性展現過程。以下為本研究的研究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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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表二表二表二：：：：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田野調查 資料分析 

參與觀察 

非結構式深度訪談 社大工作人員

(主任、專員、探

課員) 

社大女性學員 

第一階段資料蒐集 

第二階段資料蒐集 

紮根理論 

建立類屬、 

發現類屬之間

的關係 
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開放登錄 

成軸登錄 

選擇登錄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Dallmayr（1978）曾指出，觀察者和被觀察者的關係是複雜的互動與相互詰

問（intertwinning或 reversal）。觀察者和被觀察的客體之間不論是產生連結或拉

開距離，都是借由體現（embodiment）、親身涉入而出現。知識則是同時建立在

自己和世界、他人之間三個面向的關係，當感知（perception）變成知識的核心

線索後，認知（cognition）必須留意到與前反思偶然碰撞後所產生的學習經驗（the 

lessons of pre-reflective encounters），兩者也會被更親密的聯繫在一起。 

  如研究架構所顯示，研究者在進行資料蒐集時，研究者自身做為「我」的觀

察者身分，與被觀察的客體－－包括社大工作人員和女性學員等，在特定的場域

中產生互動，研究者自身的感知和認知，除了受到個人背景和觀察視角的限制，

也會受到被觀察客體的觀點之影響。 

  像是研究者試圖透過社大工作人員的引介尋找第二階段的研究對象，因此在

研究對象的選擇方面，當研究者根據第一階段參與觀察和初步訪談所蒐集到的資

訊，推論出合適的人選類型，在此過程中，不免受到社大工作人員個人觀察角度

和既有人脈網絡的影響。而在本研究第二階段的資料蒐集過程裡，研究者透過社

大工作人員的協助，選擇出三位社大的女性學員作為研究對象。透過此三位女性

學員其中一位的人際網絡連結，研究者又尋找到另一位與她交情匪淺的女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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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這些人際網絡的延伸，同時也帶來了觀點上的限制。例如這些女性學員在社

大場域的人際網絡之建立中，皆扮演了活躍的角色，尤其是她們都曾擔任過班級

中的班代職務。所以她們和社大工作人員互動密切，有著良好的情誼，對於社大

的經營方式也多抱著支持的態度。這些因素使得研究者所蒐集到的資料，幾乎多

為認同社大的正面觀點。 

    而蔡錚雲（2006）曾指出，質性研究是生活世界的詮釋系譜（genealogy）。

研究者面對各種生活經驗時，一方面把不可量化的與料當作對話文本，另一方面

則進行互為主體式的理解動作。於是在此詮釋學循環中，每個認知主體所面對的

客觀對象都是主體化身的「你」，或是與「你」有關的客體，並且在與「我」的

溝通中產生意義。從主體自身的「我」轉化為認知對象的「你」，進而衍伸出系

譜。因此研究者作為「我」，和其他主體化身的「你」產生互動時，「我」自身所

採取的溝通和詮釋方式，不免受到「我」本身的角色定位和生命經驗等因素之影

響，導致觀察角度和資料取得的局限。 

    例如在本研究中，「我」本身作為一位未婚女性，並且以研究所學生身分接

近受訪者。當「我」和作為已婚婦女和長輩身分的女性學員進行訪談時，「我」

因為缺乏已婚婦女的身分認同和相關生活經驗，無法和女性學員建立更深的

rapport，導致資料取得的限制。像是當談及婚姻和夫妻、婆媳關係等話題時，女

性學員受訪者可能並不願意讓「我」得知較為隱私或敏感的內容，因此多半傾向

吐露家庭生活中較為和諧的一面。而作為長輩身分的女性學員受訪者，又可能出

於熱心，積極幫忙作為學生身分的「我」，，琢磨研究者可能想聽到的答案，在

回答問題的時候刻意「投其所好」，造成研究者獲取的資料以正面回應居多的情

形。雖然研究者為了避免過於偏頗，試圖從社大工作人員、女性學員的親友等多

方確認資料的正確性，但仍然無法全然克服研究者作為「我」和受訪者互動時的

限制。 

    另一方面，本研究所選擇的場域在高雄旗山與美濃一帶，受訪者中以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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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多。而旗美社大工作人員組成，在社大剛成立時，原以客家人居多，但近年來

非客語族群的工作人員比例有所增加。研究者的原生家庭則是以閩南話和國語為

主。進入該研究場域後，研究者首先即遭遇到語言溝通方面的困難。雖然在一對

一的訪談時，女性學員會顧及到研究者作為非客語族群的「我」之立場，主動以

國語或閩南語交談，但在自然情境下（如上課時），學員多半自然而然地使用國

語、客語甚至是閩南語等多語言進行互動。一旦學員們以客語交談時，研究者作

為非客家族群的「我」，便無法融入學員的溝通情境，產生隔閡之感。而女性學

員採用國語和研究者交談時，部分客語才能表達的情境，也無法自然地以國語或

閩南語描繪出來。儘管研究者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有時會向社大工作人員尋求

協助，但仍無法完全解決語言方面的障礙。這些原因都可能造成資料取得上的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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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自我定位協商的自我定位協商的自我定位協商的自我定位協商的個人個人個人個人能動性能動性能動性能動性 

    根據 Giddens（1984）對於能動性的定義，主體是在特定時空下和他人互動

所構成，能動者即是在時空中的個人主體，其能動性意指他們所能做的行為之全

部，不論是出自有意識的自我動機表述，或無意識造成的後果。以旗美社大為觀

察場域時，對於這些已婚女性學員從家中到社區大學的「轉變」，研究者試圖從

她們個別的出身背景、人生經驗和促使社區大學成立的社會浪潮等因素，來探討

她們隱藏在日常生活中，有時甚至不為她們自身所感知的能動性之存在。 

    第一節中，研究者首先分析在既存社會結構限制下，來到社區大學上課的女

性學員，大致分布在哪個年齡層和社會階層。第二節裡，研究者在此特定年齡層

和社會階層中，選出四位已婚的女性學員，探討這些位於該特定階層的女性行動

者，於既有社會結構和傳統性別分工意識形態的限制下，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

鬆動她們原本的自我定位，並且在社區大學的推波助瀾下，讓她們產生「走出來」

的欲望，和採取不同的行動策略。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誰誰誰誰」」」」會來社大上課會來社大上課會來社大上課會來社大上課？？？？────────社大學習的無形門檻社大學習的無形門檻社大學習的無形門檻社大學習的無形門檻 

    研究者以旗美社大做為觀察場域，透過社大工作人員的協助安排，從 2011

年 9月至 2012年 7月，陸續觀察「手工肥皂班」、「法律班」、「油畫班」、「書法

班」、「日語班」、「客家民謠班」等課程的上課情形，以及社大的成果展。而後就

觀察到的現象和社大專員進行討論，得到以下發現： 

        旗美社大的學員組成，和許多社區大學有著共通之處：社大學員以女性居

多，當中退休人士（包括從軍公教退休的人士）、空巢期已婚婦女和在職軍公教

人員居多。造成這個現象的的原因，背後主要有「時間門檻」和「經濟門檻」等

因素。 

一一一一、、、、時間門檻時間門檻時間門檻時間門檻：：：： 

    旗美社大的學員組成，和許多社區大學有著共通之處：學員大部分都是已婚

人士，年齡多半分布在 50至 70之間（根據課程特性，部分課程學員年紀分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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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歲以上），子女大多已經成年自立。在這個年齡層的學員，不論他們原先的職

業是什麼，大部分已是退休人士： 

    我們社大學員結構，很大一部分來自退休人士……退休這件事情，在社大學

員中很常見。不管她退休之前身分是教職員，或企業、工廠，退休這件事情，對

她們來社大上課，會是很大的「助益」。（社大專員林怡伶訪談，20120220）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旗美社大學員以女性旗美社大學員以女性旗美社大學員以女性旗美社大學員以女性和和和和退休人士居多退休人士居多退休人士居多退休人士居多    

 

    其他白天要工作的社區居民，他們對於晚上出來社大上課這件事，即使時間

允許，也可能因為排擠他們在家休閒的時間，而傾向留在家中： 

    像油畫課，男生比例少。男生要上班，下班後很少願意出去學習什麼，女生

比較勤快……一般社大來講，我發覺女生比較多。像我老公，也帶不出來。我說

你學一個有興趣的課程，他說等我退休。像這樣上班下班後還要去上課，好像覺

得很忙，他不要。(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而對於一些沒有所謂退休年限的工作者來說，如「家庭主婦」，則必須在充

斥於生活的各類事務中盡力擠出一絲空隙，才能有「休閒餘暇」到社大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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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大當然會有些媽媽們來上，但是她們會抓緊，譬如說，小朋友去補習的時

候來上課，或是一星期只有那麼一天可以出來上課。所以我們有些班級會去社區

做服務，她們通常會帶小朋友一起去。其實我覺得現在感覺家長帶小孩，要接送

上下課、補習班，所以我們有些媽媽上課上到一半，就必須去接小孩。時間彈性

沒那麼大。（社大專員林怡伶訪談，20120220） 

  另外，來社大上課，不只是要耗去上課和交通來回的時間，部分課程如書法

班、客家民謠班等，尚且需要學員自行在家花時間練習。若是學員無法擠出足夠

的時間，可能會發生「跟不上」同學步調的情形，從而降低學習的意願： 

  一般你如果說初學者去，看個性啦，如果真的想學應該也可以。看起來後來

沒有去上的，大部分都是時間因素。不是上課時間問題，就是平常沒有很多時間

可以寫。平常沒有很多時間寫……有人會覺得說這樣好像不太夠。去看到別的同

學都已經寫得那麼好。（學員阿銘訪談，20120211） 

    由此來看，來社大上課不只需要強烈的學習或興趣動機，更需要「空閒」時

間，或是在百忙之中協調出「空閒」的能力。社大若要吸引社區居民來上課，首

要條件即是讓開課時間和居民作息得以配合無間。雖然對社區某些居民來說，像

是家中孩子還在上學的家庭主婦，或是部分務農者，白天會是較為理想的上課時

間，但社大開課時間有時卻無法配合。特別是社大本身並沒有固定的場地作為教

室，需要和旗美高中或個別社區居民借場地來上課。而學校白天有學生要上課，

只有晚上時間才能出借教室。當社大在與社區居民交涉場地借用時，如烹飪教室

的場地租借，時而遇到必須添置設備和器材使用安全等問題，導致場地借用上的

困難。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部份社區居民的作息和社大開課時間無法配合的情

形。 

    因此在社大學員的職業組成上，逐漸呈現以特定職業為多數的現象。如書法

班的學員阿銘觀察到，在班上，擔任軍公教人員或從軍公教職務中退休下來的學

員，佔了全班一半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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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話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這個年紀，在 40到 60歲中間。如果以我們那

一班來講，我們有一半是現在當老師，或是軍公教退下來的。退下來的有的都已

經六十幾了。現在當老師的差不多也四十幾五十幾……軍公教他們時間比較穩

定，如果他們要學什麼，比較容易安排。所以我們那一班軍公教退下來的很多。

（學員阿銘訪談，20120211） 

    社大學員除了佔多數的軍公教人員之外，處於「空巢期」的已婚婦女也佔了

一大部分。雖然許義忠和李幸蓉（2004）的婦女休閒研究指出，和男性相比，婦

女的休閒時間、空間和物質資源都較為匱乏，但女性即使在「休閒阻礙」限制下，

仍會不斷進行協調、抗拒或妥協，努力參與自己想參與的活動。例如家有幼子的

已婚婦女，若是學習動機夠強烈，也會透過協調時間和資源上的分配，或是運用

人際溝通的技巧，讓自己得以從家庭責任中暫時脫身（也確實有這樣的案例存

在）。不過在社大學員組成的年紀分佈上，孩子已成年離家就學或工作的已婚婦

女，仍佔多數。 

二二二二、、、、經濟門檻經濟門檻經濟門檻經濟門檻：：：： 

    此外，到社大上課需要付學分費。雖然社大有一些學費上的優惠方案，針對

偏遠地區學員、原住民身分的學員和夫妻同修一門課等情形，給予不同程度的學

費減免，但付費學習這點，仍然是讓部分居民裹足不前的門檻。所以社區中的軍

公教人員或中產階級人士，可能因為擁有較穩定的薪資來源，再結合時間安排上

的優勢，使得他們比起從事其他職業的社區居民，更有機會到社大去培養興趣或

追求自我滿足： 

    社大定位從創校第一年確定是農村型社大，十年下來也有人質疑，為什麼是

農村型社大，但農業課程不多，農民參與程度也不多。但我覺得在社大架構底下

本來就會有一些限制。第一個，我們要收費。然後第二個要有時間，每個禮拜要

撥一天。如果你有興趣，事情很多，可能要撥兩三天，一個學期又四個多月。社

大架構底下就會有一些門檻，先要有時間，有一些閒錢，才可能去滿足（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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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只要我們推出課程，大家來選修，這樣的過程當中，大部分學員都是中產

階級或退休人士。（社大專員涂裕苓訪談，20120220） 

    於是在時間門檻和經濟門檻的限制下，使得社大的學員組成呈現以軍公教人

員、退休者和空巢期已婚婦女居多的情形。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以四位空巢期以四位空巢期以四位空巢期以四位空巢期& 中產階級已婚女性學員作為研究對象中產階級已婚女性學員作為研究對象中產階級已婚女性學員作為研究對象中產階級已婚女性學員作為研究對象 

    綜合上述對社大學員組成的觀察，研究者分別以四位空巢期的社大女性學員

作為研究對象。她們都是社大的資深學員，也都曾擔任過每個班級最重要的靈魂

人物「班代」的職務。 

    然而雖然這些女性學員都是被自身的興趣所驅使，願意長期在社大上課，但

這些女性學員的家庭背景不同，職業不同，來到社大的因緣也不盡相同。她們為

了來到社大上課，在家庭生活的協調上運用巧妙的策略和溝通技巧，有意識或無

意識地鬆動了原先由傳統社會價值觀加諸於自身的「賢妻良母」角色定位。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四位女性學員背景比較四位女性學員背景比較四位女性學員背景比較四位女性學員背景比較    

學員學員學員學員 阿禾阿禾阿禾阿禾 阿汝阿汝阿汝阿汝 阿梅阿梅阿梅阿梅 阿昭阿昭阿昭阿昭 

年齡層年齡層年齡層年齡層 50-60 50-60 50-60 71 

居住地居住地居住地居住地 旗山區 美濃區 旗山區 美濃區 

從家中到上課從家中到上課從家中到上課從家中到上課

地點的交通距地點的交通距地點的交通距地點的交通距

離離離離 

10~15分鐘 15~20分鐘 3~5分鐘 5~10分鐘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 曾在和春技術

學院衛生保健

組擔任行政人

員，目前已退

休。 

婚前曾擔任會

計，婚後家庭

主婦兼任家庭

成衣代工。 

婚前從事牙齒

技工，三十多

歲和丈夫班回

旗山後，協助

丈夫從事飲料

批發。 

婚後從事洋

裁、新娘化

妝、美容等工

作。目前仍在

從事洋裁。 

退休狀況退休狀況退休狀況退休狀況 已退休 無退休 半退休 尚未退休 

丈夫職業丈夫職業丈夫職業丈夫職業 台糖員工 區公所公務員 飲料批發商 台灣機械公司

工人 

丈夫退休狀況丈夫退休狀況丈夫退休狀況丈夫退休狀況 尚未退休 尚未退休 尚未退休 已退休 

是否和公婆同是否和公婆同是否和公婆同是否和公婆同

住住住住 

婆婆健在，未

同住 

公婆已去世，

過去同住 

與婆婆同住 公婆已去世，

過去未與公婆

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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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過的旗美社上過的旗美社上過的旗美社上過的旗美社

大課程大課程大課程大課程 

植物染、拼布

班、油畫班、

木工班 

拼布班、電腦

班、油畫班、

木工班 

書法班、瑜珈

班 

客家民謠班 

社大學齡社大學齡社大學齡社大學齡 8-9年 7年 9年 11年 

其他活動其他活動其他活動其他活動 擔任衛生所志

工 

擔任旗山醫院

志工 

無 參加美濃婦女

合唱團 

族群族群族群族群 客家人 閩南人 客家人 客家人 

丈夫族群丈夫族群丈夫族群丈夫族群 閩南人 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她們如何她們如何她們如何她們如何「「「「走出來走出來走出來走出來」？」？」？」？ 

    這四位女性學員的年紀分布在五十歲到七十一歲之間，都是已婚婦女，孩子

都已長大成人。有的孩子已經成家立業，有的則離家在外就學。這些女性選擇在

此時到社大上課，表面上確實符合 Rapoport等人（1975；轉引自許義忠等，2004）

對於成年已婚女性生命週期的描述。根據生命週期理論，在孩子學前階段，已婚

婦女的生活重心多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孩子上學階段，婦女可能享受以家庭為

中心的活動；到了空巢階段，因為生活上的變化，使婦女重新評估生命的意義。

Neugarten（1968；轉引自許義忠等，2004）則認為，因為空巢期讓婦女感到時

間和精力增加，特別是對於健康且財務狀況良好的女性而言，空巢期讓女性有機

會自我覺醒、自我提升和自我選擇。 

    以本研究四位女性學員為例，空巢期的確為本來以家庭為生活重心的已婚婦

女，提供了「走出來」的時機。雖然加諸在婦女身上的傳統性別意識形態依然存

在，但婦女所要擔負的（或是她自認為所應擔負的）「照護責任」因為孩子成年

離家而降低。加上如果家中經濟來源穩定，例如丈夫可能從事軍公教，或是擔任

國營事業員工，原本把生活重心放在家人身上的已婚婦女，就可能有機會轉而重

視自我價值和自我成長，也更有「正當性」去說服家人和自己走出家庭去上課。 

    不過就如同李宛澍（1996）所批評的，雖然「空巢期」的說法常被用於社公

和成人較育之中，也確實指出自傳統性別分工意識形態下，以婚姻中的母職角色

為首的女性，會在子女成長後感到失落，但這是母職被強化所造成的結果，而非

原因。生命週期理論的說法忽略了女性主體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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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雅雲（2003）曾指出，婦女在每一年代或階段所面臨的束縛、被壓抑的經

驗，都可能成為下一波反抗行動的引子。許義忠、李幸蓉（2004）的研究也發現

到，女性之所以能在空巢期產生自覺與自我賦權，乃是經過長期的努力、溝通、

協調、教育、引導，甚至是抗爭才能獲得，是循序漸進和不斷累積的過程。女性

在決心走出來之前，她過去的生命經驗和她所做的選擇，都在長期累積的過程裡

為她醞釀出鬆動傳統母職和妻職等社會定位的機會，並且在合適的時機裡爆發，

或以不著痕跡的方式慢慢進行轉化。 

    從這幾位社大女性學員展現個人能動性的經驗裡，還可以發現到，隨著已婚

婦女婚後的經濟自主程度、教育程度和經驗學習過程差異等因素，已婚婦女的自

我定位協商途徑與她們所採用的出走協商策略，也會有所不同： 

一一一一、、、、內隱的自主內隱的自主內隱的自主內隱的自主性性性性：：：： 

(一一一一)衝突途徑衝突途徑衝突途徑衝突途徑：：：：自我定位鬆動後的爆發和出走自我定位鬆動後的爆發和出走自我定位鬆動後的爆發和出走自我定位鬆動後的爆發和出走 

    對於婚後或孩子出生後便遠離職場的婦女來說，她們接受傳統社會性別分工

的意識形態，把以養育子女為優先的「賢妻良母」角色，看作是優先的自我定位。

事實上，她們在家中不一定只肩負家務或照護責任。就像 Moser所列舉出的女性

多重角色，這些已婚女性可能同時扮演再生產者和生產者的角色。她們除了從事

家務勞動以及生養子女等確保生產的活動，也會是收入創造者（像是家庭代工或

是協助丈夫經營事業等）。但即便如此，她們仍然傾向把自己視為家庭主婦。由

於「賢妻良母」的自我定位，使她們接受以孩子和丈夫（以及公婆）為重心的生

活作息方式。為了維護她們「顧家」的形象和責任，避免被丈夫或公婆視為太愛

閒話家常的「三姑六婆」，她們也不太熱衷於家庭以外的人際網絡建立或維繫。 

  以學員阿汝為例，她在婚前曾當過會計，但在三十多年前嫁給在美濃區公所

工作的客家丈夫後，就辭去了原本的職務。阿汝認同社會結構所賦予已婚女性的

「賢妻良母」定位，此認同讓她理所當然地擔負起大部分的家庭照護責任，把侍

奉公婆和照顧孩子當作首要的任務。在以家庭為重的觀念下，加上當時在旗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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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農耕之外可選擇的工作種類不多，對阿汝來說，若要出外工作，只能在更遠

的鄉鎮或城市通車來回，在時間上勢必會排擠她最重要的家庭照護責任。為了兼

顧家庭照護責任和創造收入的需求，阿汝選擇了在家工作。透過友人的介紹，她

接下百貨公司專櫃發下的訂單在家代工，工作內容是要將服飾公司裁好的布料縫

製成完整的衣服──這是她在接受賢妻良母自我定位時，所做出的協調策略。不

過即使在傳統已婚婦女自我定位沒有被鬆動的前提下，阿汝所選擇的家庭代工縫

紉工作，仍然間接為她日後參與社大縫紉班埋下了契機。 

  2002年，她第一次從親戚那裏得知旗美社大開課的消息，那時她的親戚正

在社大教授二胡。不過那時阿汝對於到社大上課興趣缺缺，也不會想去理解社大

是在做什麼。因為她所堅持的賢妻良母自我定位，使她認為家庭和家人仍然需要

她更多的關注，所以自己沒有多餘的時間和心力「跑出去」。特別是在晚上，當

丈夫和孩子都回家後，她認為自己身為母親的角色，便不該缺席： 

    那時因為小孩還在，父母親都還在，很少想到晚上出來上課。因為課大多在

晚上，不想晚上再跑出來……晚上畢竟小孩子在家，公婆、先生都在家，不會想

跑出去。（學員阿汝訪談，20120210） 

  從阿汝空巢期之前的生活作息安排中可看出，雖然阿汝認為家庭生活還算和

睦，但遇到問題時，她並沒有家人以外的宣洩管道。例如平日她不常去鄰居家串

門聊天，原因是她認為把心事吐露給鄰居知道，是把問題拋給別人，所以家人等

於是她情緒抒發的唯一出口。 

    阿汝的情形類似李宛澍（1996）所說的，當服膺於父權結構下的女性，以家

庭為工作場域時（包括從事家務），使女性個人處於被分化、孤立的狀態。並且

因為侷限於對賢妻良母的自我定位，女性還會把自己的處境給個人化（儘管她所

遇到的問題，可能是許多已婚女性共通的問題）。 

  但這種情勢在空巢期後改變了。在旗美社大成立約兩、三年後，她的公婆去

世，孩子則到外地就學，她原本被照護責任所填滿的時間表，突然出現了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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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過去長期把家務和照護責任擺在第一位的已婚婦女來說，過去她沒有時間來

培養家務以外的興趣，在家庭遇到的問題和情緒，除了每日相處的孩子或丈夫之

外，也沒有其餘管道的可以訴說。等到家庭照護重責逐一卸下後，在家中多出來

的自由時間，並沒有讓阿汝立刻產生選擇休閒活動的自主意識，反倒在她心中升

起一股「無事可做」的煩悶。此時和她一樣還待在家中的，只剩下丈夫一人。丈

夫首當其衝地成為她情緒宣洩的唯一出口。 

    另一方面，因空巢期而空閒出來的時間，也慢慢使她萌發了「想從家裡走出

來」的念頭。過去對她沒有太大吸引力的社大，突然開始吸引了她的注意力。有

一天她看到了夾報裡旗美社大的招生訊息，她心想「自己書讀得不多，晚上出來

學一點東西也不錯」，所以她第一次和丈夫提及想去社大上課的事。看著過去只

能對自己發牢騷的妻子有了高漲的學習欲望，主動提出想走出家門去學習，丈夫

立刻雙手贊成。「他的反應是，『妳也有想要求知的那種能量、衝動。』，他也很

鼓勵我出來。」（學員阿汝訪談，20120210） 

    從阿汝的自我定位協商的過程來看，阿汝之所以走出家庭，一開始並非有意

識地想要鬆動自身對傳統家庭主婦定位的認同。她自詡為家庭主婦，但空巢期導

致照護責任的卸除，使她無法在履行照護責任的過程中獲得自我認同，這種自我

定位和角色責任履行上的衝突，導致她產生無所適從的感受。而她長期以家庭生

活為中心，使她較為缺乏家人以外的情緒抒發管道。 

  直到空巢期來臨，當自我定位和責任履行之間產生衝突後，頓時為她帶來一

種無所適從的感受，並以激烈的方式化為情緒的宣洩，傾注在唯一留在家中的丈

夫身上。她的情緒宣洩並非有意圖的協商策略，而是自我定位被鬆動後的激烈反

應。但即使不是蓄意為之，她在空巢期時感受到的煩悶，造成她對丈夫的情緒宣

洩，反而促成丈夫認同她走出家庭、自我成長的契機。透過情緒宣洩的方式，阿

汝確實有效地讓丈夫感受到了「讓妻子走出家庭」的必要性。 

   阿汝的情緒宣洩所達成的目的，和女性主義者將「歇斯底里」視為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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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爭模式有共通之處。但女性在不快的狀態下，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向父權體制

發出控訴，本身仍困在不滿和焦慮的處境中（黃宗慧，2005）。不過就如同許義

忠等人（2004）所說，女性自主意識的發展是漸進緩慢、爭取而來，而非生命歷

程與時間必然的結果。從阿汝的案例來看，雖然她並不像許義忠等人（2004）研

究中的三位老師，有著高學歷、穩定的工作和廣大的社會人際網絡資源，也不見

得有長期爭取休閒自主的意識。但即使如此，阿汝並沒有一直困在焦慮的處境

裡，女性自覺和自我培力仍在她的身上發生了。 

  阿汝在認同傳統家庭主婦自我定位的前提下，她所選擇和家庭以外保持連結

的紐帶是縫紉相關的家庭代工。當焦慮的情緒迫使她下定決心走出家庭時，縫紉

的工作經驗便順水推舟地成為她建立自信的起點。 

    由於旗美社大拼布班老師住在旗山，家裡開電器行，而老師需要幫忙丈夫顧

店，所以拼布班上課地點就在老師的家中。對住在鄰近美濃區的阿汝來說，從家

裡到拼布班教室，交通上相較於住在旗山當地的學員來說，一趟大約要多花上五

分鐘的時間。但因為阿汝自認為教育程度不高，加上長期遠離職場，所以她仍然

有意識地選擇了自身較有把握的科目──拼布，當作「重新出發」的起點，希望

她過去的成衣代工經驗，能夠幫助她順利培養興趣和成就感。於是旗美社大在她

自我賦權的過程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場域，成為連接阿汝的生命經驗和旗美社

大的初始介面。 

    阿汝的自我定位協商過程，經歷了無意識的自我定位衝突所帶來的焦慮感和

情緒宣洩，但也因為她自身在傳統家庭意識限制下所建立的個人知識經驗，使她

得以在情緒宣洩之外，有意識地實踐了休閒自主，選擇出自己最可能成功走出家

庭、建立自信感的途徑。 

(二二二二)以退為進的途徑以退為進的途徑以退為進的途徑以退為進的途徑：：：：以配合家庭或丈夫需求為以配合家庭或丈夫需求為以配合家庭或丈夫需求為以配合家庭或丈夫需求為手手手手段段段段，，，，爭取爭取爭取爭取休休休休閒閒閒閒自主自主自主自主機機機機會會會會 

    學員阿梅原本和丈夫阿銘在鳳山當齒磨技工，當兩人搬回旗山後，她除了操

持家務以外，還必須協助丈夫打理飲料批發的生意。阿梅從學生時代就愛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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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直到婚前她還能經常練字。由於城市地區有較多機會接觸相關展覽，當她和

丈夫還住在鳳山時，一有閒暇，丈夫會陪著她一起去看書法展，偶爾她也會親手

寫上幾筆，讓丈夫品論一番。但是在兩人搬回旗山後，忙碌的生活使她不得不暫

且擱置自己的興趣。待她生下兩個孩子以後，更鮮少有握筆練字的時間。在她

2003年因為到社大上課而重拾毛筆之前，孩子們根本不知道母親有這項興趣和

才華。 

    2003年，阿梅的心臟出了問題，不得不停下工作修養身體。附近的旗美社

大當時已開課兩年，阿梅和阿銘的友人也是學員之一。友人建議阿梅，可以考慮

去附近的旗美社大上課。阿梅看了簡介，立刻被書法班的介紹所吸引： 

    我就看他們的簡介，看到有書法，那時那門課是開行書，以前我一直寫楷書

還有隸書，行書我從來沒有學過。那就去看看。第一堂課也是去旁聽，一去的時

候，那個老師說得很精彩就對了。剛好是興趣嘛，然後我就報名，那時就開始上

課。（學員阿梅訪談，20120211） 

    阿梅的興趣一直很明確，以休養生息為由，原本生活作息被工作所填滿的阿

梅，意外地獲得了空閒時間和重拾興趣的機會。除了書法課以外，2005年阿梅

還在社大修了一門瑜珈課。對於她的丈夫來說，書法和瑜珈都有助於幫助妻子重

建健康，所以一直很支持。但另一個原因是，社大這幾門課的上課時間都在晚間，

不會影響到白天的作息。 

    阿梅的丈夫後來在妻子的慫恿下，一起到書法班上課。雖然阿梅比丈夫早幾

年進去學習，但丈夫的進步比她快。像這類夫妻同修一堂課，丈夫學習成效更佳

的案例並不少見，如學員阿汝和其丈夫後來同修油畫班，丈夫的繪畫技巧很快就

受到老師的肯定，並成為班上的助教（社大專員程雅芳訪談，20121002）。除了

天賦差異的可能性，另一個原因在於，妻子相較於丈夫，在家中擁有較少的空閒

時間來複習所學，特別當她們學習的又是書法、繪畫此類需要花時間練習的課

程。以阿梅為例，她一方面大方地稱讚丈夫在書法方面的天份，但另一方面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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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地表示，學書法是需要花費很多時間的，除了每周上課兩小時，回家後還要找

時間練習寫。而她在家必須處理家務，較難抽出空閒靜下心來練習，或者寫到一

半就得去忙家事。相較於她的情形，丈夫阿銘在家則有更多的休閒時間，幾乎天

天都能練習書法。 

阿梅：他用功的程度，寫字的時間……比我細緻。 

阿銘：家裡瑣瑣碎碎的事，也都一般她在做。就是，我的時間如果要挪出空檔，

比較好控制。我是覺得，我寫書法時心靜下來很快。從坐下來到進入狀況，每個

人用的時間不一樣。我是覺得我進去蠻快的，大概是個性……我只要拿到筆，一

寫下去很快就融進去，把其他是都忘記了。她比較慢一些。 

阿梅：我不一樣喔（笑）。我不是慢，我寫的過程裡面，十一點半，要煮飯了。 

阿銘：對呀，她瑣碎的事情比較多。 

阿梅：所以我有時會趕啊，我把一篇作品寫好，寫很快，不像他這樣慢慢來，或

是看得比較仔細。所以有時我說，寫這麼多年，字進步不大。有一段時間跟他講，

想放棄，不想再寫，他也是鼓勵我……（學員阿梅和阿銘訪談， 20120211） 

    在傳統性別分工的意識形態主導下，阿梅首先認同自己作為主內的妻子身

分，而家庭傳統上被視為妻子的工作場域，因此她必須在履行家務責任（此責任

被丈夫稱為「瑣碎的事」）的前提下，才能抽空練習書法。但對丈夫來說，家庭

卻是他休息的場域，所以他在家中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正當性來從事休閒活動。

不過即使阿梅認同自己作為妻子的身分，以及擔負操持家務的義務和責任，「以

家務作為時間安排上的首要任務」，卻也成為阿梅用以鬆動自我定位的協商策

略，創造出讓自己得以順理成章走出家庭的正當性。 

    雖然這種「以退為進」的戰術（tactics），不盡然是已婚婦女有意識地為了出

走的目的而為之，但正因為在兼顧家務、不影響現有家庭生活的先決條件下，阿

梅取得了丈夫和婆婆的認可，使她能夠獲得家人更多的支持，獲得作為「妻子」

和「母親」角色以外的「學生」自我定位。甚至當她想放棄時，丈夫還能提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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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學習的動力。而她的退讓所得到的回報，更轉換為她反過來對丈夫與婆婆所

施予的影響力，並在家庭的場域內具體展現出來。例如阿梅偶爾會邀請書法班老

師到家中坐客，丈夫和婆婆也對來自社大的相關拜訪抱持友好的態度。而一走進

阿梅家裡的客廳，第一眼就能看到右側牆上懸掛著阿梅的大幅書法作品，和她兒

子的繪畫作品並排陳列。過去因為家庭生活而不得不暫時放棄的休閒興趣，至今

則能從家庭內部重新獲取認可和展現的舞台。 

  學員阿禾也使用了類似的以退為進戰術。阿禾相較於阿汝、阿梅等兩位學

員，她更有意識地想要在家庭主婦的自我定位以外，尋找出從家庭內出走的機會。 

    阿禾出生於美濃，父親是幫人種田的雜工，母親則要幫忙摘菸葉，家中共撫

養了四個孩子。由於她的父母都要工作，沒有餘暇照顧幼子，阿禾身為家中長女，

從小就要幫忙煮飯餵養三個弟弟和妹妹和打掃家裡，有時也要協助農事。農村對

當時的她來說，等於貧窮的代名詞。國中畢業後，阿禾考上旗山農校，卻因家境

清貧，父母無力供她就讀，因此她只好放棄讀書，到台北去求職謀生，一邊自我

進修。在台北待了將近十年後，她回到高雄並進入加工區工作。之後阿禾嫁給了

一位屏東里港的閩南人。他們在旗山定居，生下了兩個女兒。而如同很多當時的

已婚婦女，她辭去了工作，全心在家照顧孩子。等到孩子上了小學四年級後，她

每日目送丈夫和孩子出門，空蕩蕩的家裡只有電視與她相伴，使當時離退休年齡

還很遠的她，決心要重新回到職場上，成為一位職業婦女。 

  那時適逢和春技術學院建校，正在招募工作人員。阿禾原以清潔人員的名義

應徵上，不過因為她過去曾在台北半工半讀，教育程度比起其他清潔人員要高，

於是被安置在學校的「衛生保健組」之下，和校護一起在保健室工作。衛保組人

員編制不多，工作量卻不少，除了保健室，她也必須包辦學校餐廳、福利社的食

品衛生管理、校園衛生和環境整潔、防疫等等。如果有相關活動或講習，她還要

負責布置會場、製作海報等，特別是後者，非常需要美術方面的專業。由於和春

當時只有工科和商科的學生，課業繁重，很少有學生願意前來工讀。在找不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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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生協助的情形下，保健室的護士建議阿禾，乾脆由她去學廣告設計吧。於是阿

禾回家以工作需求為由，說服了在台糖上班的丈夫，讓她抽出原本陪伴家人的時

間，去學習廣告設計。 

    此外，她也開始有意識地為自己退休後的人生做打算。當旗美社大成立兩三

年後，阿禾的兩個女兒也分別上了國中和高中。有天阿禾看到了夾報裡旗美社大

的宣傳，對於裡面的課程很是嚮往。她想像著自己退休後的圖像，若又是一人獨

居家中和電視為伴，這並非她想要的人生。於是她因為打定主意，想在退休前培

養出個人興趣，好讓她在退休後有個生活目標持續下去，所以投入鄰近的旗美社

大學習： 

  我想，萬一我有一天退休了，還是工作沒有了，我要怎麼過？我老了要怎麼

過？難道要這樣過嗎？我不想。我想說，如果學這些，我又有興趣的話，等我老

了退休了，有興趣就會持續下去……等進社大以後又覺得，哇，東西學不完，幾

乎很想學的都學不完。所以我就會持續下去。（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從阿禾的案例來看，雖然她接受了已婚女性優先作為賢妻良母的自我定位，

但她渴望休閒自主的自我意識一直存在。例如她享受一個人旅行時的自我沉澱，

從休閒中獲得獨處的自由，並且會在婚姻生活裡試圖創造這樣的機會： 

    我喜歡有空閒的時候，自己背包背著，去桃園、六龜、台南，去哪裡逛一逛，

晚上再搭車回來這樣。我喜歡這樣的生活方式。我很喜歡一個人獨處。但是我如

果交了朋友，差不多一兩個，談得上話的知心朋友，其他就是比較粗淺的。我覺

得這樣比較好，感情維持比較久，不好不壞。（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過去在現代化社會婦女面臨的角色壓力相關研究認為，當女性同時扮演妻

子、母親和工作者的角色時，是直接面對每個角色潛在的衝突，並尋求調和工作

和家庭角色的方法（伊慶春，1982）。然而阿禾不僅面對了妻職和母職與學校職

員等角色的衝突，更進一步運用了這些角色扮演的條件需求，創造出除了這些角

色以外的另一個自我定位—作為「終身學習者」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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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 Parish and Willis（1993，轉引自吳慧瑛，2007）觀察到的「姊姊效應」，

該研究指出，在 1929至 1963 年出生的婦女當中，出生順序是影響女性教育成

就的重要變項。在當時台灣普遍的家庭經濟條件限制下，出生序排前的女性，常

會犧牲自己的教育機會，提早走入婚姻和進入職場，以減輕原生家庭負擔，並把

家庭資源留給弟妹。所以出生序排後的女性，會比排前的女性獲得較多的教育機

會，以及較好的結婚對象（吳慧瑛，2007）。 

阿禾即是在姊姊效應下的犧牲者。她過去的求學過程曾因家境因素被迫中

斷。但即使當她認同傳統性別分工的妻職與母職自我定位，以及接受職業婦女經

常面臨的角色衝突時，求學的願望仍然深植在她的心裡，等待茁壯的機會。此外，

她在學校裡接觸到的同事，除了八、九位清潔人員，大多是老師。在和擁有高學

歷的同事們相處時，她的心裡總存有一絲相形見絀之感。所以她對於學習這件事

向來嚮往不已，不論是為培養工作所需技能，或是為了退休後的人生作打算，當

學習機會一擺在她的眼前，她就會有意識地想要抓緊機會充實自己。 

    但作為一位「以家庭為重」的已婚婦女，工作、家庭和學習所需的時間應如

何安排、彼此調和，也是一項難題。對此阿禾有著和阿梅類似的作法。在傳統家

庭照護倫理的束縛下，當已婚婦女的休閒選擇和家人（特別是丈夫）的需求放在

天秤上衡量時，她仍會向家庭和丈夫的需求傾斜。阿禾稱之為「協調」的讓步，

她認為該策略對於讓她的家人理解並支持她的選擇方面，是有助益的。 

    例如阿禾提醒自己，出去學習也要顧及家人感受。雖然她同時學了油畫、木

工和書法（此課程並非旗美社大的書法班）等課程，每周行程幾乎都是滿的。但

當先生提出要求，希望妻子陪同一起參加活動時，她仍然會以丈夫的要求為優先

考量，暫且推掉一次的課程。透過配合丈夫的需求，不掃他的興，協調出夫妻雙

方都能接受的步調。如此一來，原有的家庭生活並未因為她的學習，而受到太大

的影響，丈夫對她出去上課不會感到不快，也不會有太多意見。她也因此而達到

「走出家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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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是時間上配和家庭和丈夫的需求，在興趣的培養上，阿禾也十分在意丈

夫的觀感。她所選擇的課程，雖然一開始是因為工作上的需求，但在她摸索出自

身興趣的過程中，她會因為丈夫的觀感而改變她培養興趣的方向。例如當她轉向

學習植物染時，曾經一度熱衷到在家天天染布。在廚房練習熱染的時候，熱氣總

是瀰漫在整個屋內。她的丈夫忍不住抱怨，「妳染那個布，很熱捏」，「妳玩這個

不好，我們放假在家，夏天妳從廚房熱到客廳」。於是她盡量不再染布，也因為

之前染了很多布，讓她進一步想去學拼布，之後又因為拼布上遇到配色方面的瓶

頸，轉而去學油畫。 

    阿禾的丈夫對於妻子學習油畫則感到滿意。他們家中的客廳，兩邊的牆壁佈

置得有如畫廊般，掛滿了阿禾的畫作。走上二樓到三樓的樓梯牆上，也掛著她的

作品。當朋友來到家中，必然會注意到女主人濃厚的藝術氣息。對阿禾的丈夫來

說，他認為讓朋友們欣賞到妻子的作品，以及知道自己有一個會畫畫的妻子，是

件很有面子的事。而他們家中三樓的空房間，目前已經變成了阿禾的專用畫室兼

工作室。表面上，阿禾的丈夫和家庭影響了她的興趣培養，但透過以退為進的協

調策略，也反過來支援了阿禾作為學習者的自我定位。 

  阿梅和阿禾兩人所使用的「以退為進」戰術，長期以來所獲得的優勢，以及

阿汝為了兼顧家務而選擇從事家庭代工所培養的專業技能，皆類似 de Certeau 

（1984）於《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所提到的「la perruque （the wig）」

現象──意指被雇用者把自己所做的工作，偽裝成雇主所指定的工作，例如家具

師傅用車床為自己做一件家具、秘書利用工作時間為自己寫了一封情書等。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政治理論」主張，雖然在上位者（強者）可以由上

而下地透過教育、法律等方式來制定一個空間內的遊戲規則，並且確保這個規則

可以持續運行，此為強者的策略（strategy）。但是居於下位的被雇用者，仍能在

工作時「偷取」某些時間或材料來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同時不會明目張膽地違反

雇主定下的規則（或是被雇主視而不見）。這種戰術不論在工廠、政府或企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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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已是普遍（popular）的實踐，也是一種由下往上、由弱者對強者的牽制戰

術（tactics）。這些戰術不像強者使用的策略那樣可以被規則化並施予在特定空間

上，而是在強者所主導的空間內，被用來轉移與反過來支配該空間。 

    de Certeau日常政治理論最著名的案例，即是中南美洲印地安人的軟性反抗

戰術：當西班牙人在中南美洲取得殖民者的勝利後，印地安人雖然表面上接受統

治，實際上卻用不同於殖民者所期許的目的之方式，反過來利用這些強加在他們

身上的法律和實踐等，保持了他們既有的傳統。雖然他們從未離開這個從外在同

化他們的體系，同時他們自己卻又同化了這個體系。 

    而反觀這些自主性內隱的已婚女性案例，表面上她們被傳統社會所賦予她們

的定位（賢妻良母）所限制，而她們自己也認同這些角色的定位，並盡力達成這

些角色定位所需完成的責任，且不得不壓抑或暫時擱下自己的興趣或欲望。因此

在空巢期來臨以前，她們外表上看似缺乏休閒自主的自我意識。可是就如同許義

忠等人（2004）對生命週期理論的批評，空巢期本身並不會帶來必然的變化，自

主性應是靠女性自身在過去生命經驗裡不斷爭取得來的。已婚女性的個人能動

性，其實一直存在於包覆她們的家庭生活空間內。她們在表面上遵守由主流社會

所制定的男主內、女主外遊戲規則，將生活重心放在家庭的場域內。但在「主內」

的空間場域裡，她們也會伺機而動，從事妻職和母職角色責任以外的行動（像是

阿梅在忙碌的家務之間抽空練習書法），或是在扮演這些受主流社會認可的已婚

女性角色定位之同時，「順便」獲得其他方面的成就感（如阿汝從家庭代工中累

積縫紉專業）。她們的 la perruque不盡然是有意識為之，但卻在她們從未離去的

家庭場域內展現出「軟性反抗」的力量，不知不覺中反過來對其他家庭成員（特

別是原本掌握主導權的丈夫）施予影響。 

二二二二、、、、外外外外顯顯顯顯的自主的自主的自主的自主性性性性：：：：經濟自主前經濟自主前經濟自主前經濟自主前提提提提下下下下，，，，認同已婚婦女家庭主婦自我定位的認同已婚婦女家庭主婦自我定位的認同已婚婦女家庭主婦自我定位的認同已婚婦女家庭主婦自我定位的正當正當正當正當性性性性，，，，

但但但但不不不不全然遵守全然遵守全然遵守全然遵守的的的的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相較於阿汝、阿梅和阿禾的生命經驗，學員阿昭是個較為特殊的案例。阿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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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自己「身為女人卻總做男人事」。她和同時代的女性一樣，認同傳統性別分工

中女性「主內」的定位，也認同自己扮演母職的必要性。但由於她出生序排後，

使她得以免於受到「姊姊效應」的影響。雖然她出生在美濃農家，上面有三個哥

哥、兩個姐姐，下面則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但原生家庭並未強制她學習家務

和協助農耕，使她對於掃地以外的家事一竅不通。此外，她也獲得比同時代出生

的女性（1940-1949）更多的教育機會。在 1940年代出生的客家女性，平均教育

年數為 7.53年（吳慧瑛，2007），但她讀到了初中畢業（教育年數 9年）。畢業

後她因為沒有考上師範學校，而被父母送去學洋裁。直到她 21歲，在媒妁之言

牽線下，嫁給了和她住在同一個里的丈夫。婚前她就和丈夫坦言，「我不會做飯，

你沒嫌我我才嫁給你」。丈夫表示接受，兩人便結了婚。 

 婚後生活讓原本家境還算寬裕的阿昭十分不適應。她的丈夫是家中老三，很

早以前父親就過世，家境清貧。而他在高雄的台灣機械公司儲造廠上班，每逢周

末才會回家一趟。阿昭一開始和婆家住在一起，雖然婆婆對不會做家事的媳婦沒

有怨言，但大嫂卻看這位弟媳不太順眼。在和嫂嫂相處不睦的情況下，阿昭回到

娘家居住，只有丈夫回來時，才會接她一起到婆家。等丈夫出發去工作後，她又

回到娘家和父母同住。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年後，她生下了一個孩子，並隨著丈

夫搬到高雄。 

    但光靠丈夫的薪水，一家人生活拮据。阿昭心想，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自己

應該再培養個一技之長。所以當先生下班回家後，她便出門學新娘化妝和美容。

學成後，她告訴先生，既然自己從小在美濃長大，同學也都是美濃人，人脈具足，

所以她想回美濃開業。先生同意了。於是她帶著孩子回到美濃租房子，做起新娘

禮服出租和新娘化妝的生意。這時她才二十三歲。而當年洋裁盛行，女孩子到十

七、八歲時，常會去學習做衣服和縫補衣裳，為將來結婚做準備。所以阿昭也開

始教女孩子們做洋裁，並開店賣布做衣服。這些來學洋裁的女孩，有的是美濃在

地人，也有來自外地的學徒。當這些美濃在地女孩子結婚時，阿昭還會幫她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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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 

表表表表四四四四：：：：平均教育平均教育平均教育平均教育年數年數年數年數，，，，按按按按出出出出生世生世生世生世代代代代、、、、性性性性別別別別、、、、族群分族群分族群分族群分     

 

資料來源：〈家庭背景與教育成就：五個出生世代的比較分析〉，吳慧瑛，2007，

《人口學刊》，34，頁 121。 

    現在七十一歲的阿昭至今仍然守著她經營多年的洋裁店。她的住家同時也是

她的店鋪，一樓是店面，一頭放置許多縫置好的衣裝，另一頭則擺著幾張桌椅。

牆壁上掛了照片，其中包括了阿昭和美濃婦女合唱團團員們的合照。二樓則是她

的工作室，前後各有兩台裁縫車。目前還有一位洋裁師傅，她過去是阿昭的學徒，

只要有人上門訂做衣裝，她便會來此上工。她在美濃老街擁有一塊地和一棟四層

樓高的房子，這些是她親手掙錢買來，一磚一瓦、層層疊上去的，也是她忙碌辛

苦一輩子的成果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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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和阿昭同時代的美濃已婚女性當中，婚後同時必須扮演生產者和再生

產者的案例算是普遍，但如阿昭這般收入高於丈夫，並且能夠經濟自主的女性，

則較為罕見。這和阿昭的教育程度、家務責任之免除不無相關。再者，阿昭的父

母為她選擇的丈夫，家境不如她的原生家庭優渥。家世背景的優勢使她在和丈夫

和婆家進行「家務責任分擔與否」、「出外工作與否」等討論時，處於較有利的協

商位置。 

  雖然阿昭並沒有完全拒絕傳統性別分工的女性自我定位──當她回到美濃

時，她自然而然把照護孩子的母職責任攬在肩上，讓孩子跟她一起回到美濃。然

而當她在外奔波時，實際照顧孩子的是她娘家的母親，她的丈夫則會在休假時回

到美濃探望她和孩子。然而當她和丈夫對於「不當家庭主婦」這件事進行協商時，

她向來處於主導的位置。對阿昭來說，她所作的任何決定，不論是工作或社交生

活，首先是要對自己負責，其次是要對丈夫盡告知的義務，而丈夫很少干涉她的

決定： 

所以要跟我先生生活，自己高興就好，他也不會去，反正我做什麼，我可以

對所有人對得住，我做什麼都會跟他講。我說我既然跟你講，我要做的事，你當

然要跟我配合啊，要不然你生氣，我又做得不高興，兩個人吵架，我跟他說何苦

呢？所以我要做什麼，他都知道我要做的事，不會去阻擋我。我是適可而止。這

個可不可以做，這朋友可不可以交，這趟去會發生什麼，自己要判斷。（學員阿

昭訪談，20121015） 

   例如家庭對許多已婚婦女來說，常是執行家務工作的場域。但對阿昭來說，

由於她的住家和店面在同一棟房子裏，家庭和事業的領域分野並不明顯，家庭同

時是她打拼事業、賺錢的工作場域之一，但在這個場域裏，她扮演的是「專業者」

的角色，而非從事「瑣事」的家庭主婦，或是協助丈夫經營事業的「助手」。她

的丈夫在家時則自願擔負了大部分的家務，例如煮飯、洗碗等，因為他認為自己

應該配合妻子的工作需求（新娘化妝），避免讓妻子的手因為過度操勞而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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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妻子從事專業工作時的不便。 

  這種相處模式，使阿昭獲得安排工作表與休閒活動的絕對主導權。工作上，

她可以一邊教人洋裁，一邊當新娘化妝，有時要自己開車到台南去選購新娘禮服

（她的丈夫則不會開車），晚上則要裁剪數件衣服的布料，隔天好讓洋裁師傅去

做。有段時間她還嘗試開過燙髮院。在她生意最好的時候，曾創下在一個上午內

連續幫九位新娘化妝的紀錄。當她晚上回家後，總會打開電視機，一邊看著電視，

一邊手不停歇地裁剪布料，常忙到十二點以後才就寢。隔天五、六點她再起床工

作。 

  在休閒方面，阿昭從少女時期就熱愛歌唱和聽音樂。當她結婚時，八千二的

聘金中，她就花了三千八買了一台放唱片的機器。當她擁有經濟上的自主權後，

她更擁有了能在家中添購哪些電器的決定權。於是熱愛唱歌的她，在家中的客

廳、飯廳和臥房裏，幾乎每個房間都放了一台電視，還有她自己都算不清數目的

收音機（光是她和丈夫的臥房內，就放了一台電視和兩台收音機）。後來她還在

客廳添購了卡拉ＯＫ。這些因為興趣而添購的電器設備，也是她在家中擁有的權

力之具象化。例如當阿昭的丈夫退休後，他會幫忙在樓下看店，讓妻子可以忙裡

偷閒，在樓上客廳練唱歌。但他堅持不碰妻子的卡拉ＯＫ設備，只有在感到委屈

時，他才會唱句歌詞向妻子以示抗議： 

  他可能對唱歌沒興趣。不過他唱歌要到他很悲哀的時候，很痛苦的時候。有

時，每個夫妻，牙齒跟舌頭很好都會咬到。他就會好像，一個歌詞都沒有唱完，

就唱兩句這樣，說委屈的時候。（學員阿昭訪談，20121015） 

  因此對於阿昭而言，當她面臨空巢期後，不論是她決心參加美濃婦女合唱

團，或是後來到旗美社大客家民謠班上課，都沒有衝擊到她原本擁有的生活模式

和自我定位。她長期以來的經濟自主和休閒自主等，早已使她不需面對來自丈夫

和家務責任的阻力，就能依照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來安排時間和活動。所以和阿

汝、阿梅與阿禾等學員的情形比起來，阿昭雖然認同傳統性別分工方式，但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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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裡擁有較多的優勢，使她可以不去遵守這些約定俗成的規則，以拒絕扮演家

庭主婦角色的方式取得自主權。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社區居民來到社大學習，背後有著時間因素和經濟因素等無形的門檻，因而

使社大出現以特定社會階層的女性學員居多的情形。參考 Kennelly（2009）所提

出「關係能動性(relational agency)」概念：這些女性學員處於相似的社會階層，

例如她們年紀相仿，擁有類似的人生經驗，像是同時扮演著妻職和母職，擁有穩

定的家庭生活和中產階級經濟狀況等。而她們認知或接觸社大的管道，部分也是

透過她們自身親友之介紹。正因為共處於相似的社會場域，加上訊息在人際網絡

的流動，使她們在人生的轉折（如空巢期）被納入了同樣以中產階級已婚女性學

員居多的社大學習圈內。 

    但是從個別女性學員進入社大的動機和個人經驗來看，她們在「被動員」、「走

出家庭」的過程裡，並非如生命週期理論所說的必然結果，而是源自於她們過去

獨有的生命經驗之累積，並經過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自我定位掙扎後，才獲取了她

們的休閒自主性。此外，在這趟醞釀出走的協商過程裡，她們根據自身家庭狀況

和夫妻關係等不同情境，採取了相應的協商策略，展現出她們特有的個人能動性。 

    已婚女性學員的傳統妻職&母職自我定位鬆動過程，和她們所採用的協商策

略，會因為她們所處的生活情境和所能運用的資源多寡而有不同。對於具有經濟

自主能力、接受過高等教育、擁有社會所認定的「專業者」（家庭主婦傳統上不

被認為是專業者）等條件的已婚女性來說，在面對丈夫時擁有相對較高的協商資

源，展現出較為外顯的自主意識。 

    而對於婚後就辭去工作，以家庭照護責任為優先任務的女性來說，她們則展

現出較為內隱的自主性。這些女性不一定有意識地想要鬆動她們原有的自我定

位，但由於她們各自在人生的特定時機，獲得了出走的機會，也因為各自生活情

境的差異，在人生轉折點中採取了不同的反應和策略。像是長期以家庭責任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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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重心的婦女，因為孩子長大離家和公婆離世，而產生無法履行角色責任的衝

突，因此在與丈夫的協商出走過程中，採取了較為激烈的衝突途徑；而家庭照護

責任依然繁重，但因某些原因（如病恙）而意外獲得休閒時間的婦女，則採用了

以退為進的策略，在仍以家庭照護責任為優先的前提下，慢慢讓丈夫接受並認同

自己走出家庭後的優點；對於雖然接受傳統妻職＆母職角色定位、但心裡一直抱

有出走念頭的已婚女性來說，更有意識地抓緊獲得休閒自主的時機，除了精心製

造出走的理由，也同樣採用了以退為進的策略，讓丈夫在感覺到受重視、不認為

現有生活品質受到影響的情況下，願意正面看待妻子的出外學習。這些女性「不

著痕跡」的出走經驗，正如同 de Certeau（1984）日常生活政治理論中的「以弱

勝強」戰術，在強者所建構的系統和文本中施展出彈性的策略來偷偷侵佔

（po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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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社區已婚女性的社區已婚女性的社區已婚女性的社區已婚女性的在地知識在地知識在地知識在地知識 

    社大女性學員個別的生命經驗，以及她們在過去生活歷練中所培養的興趣或

累積的知識技能，成為她們日後與社區大學課程銜接的介面，而社區大學又透過

在課程內安插社區服務、在地認同等內容，又進一步將社大的動員目的和學員連

結在一起。然而，學員除了本身興趣和過去經驗的驅使，選擇了特定的社大課程，

並且於課程中習得一套由專家傳授的知識技能，從這四位社大女性學員的案例來

看，這些女性學員卻也同時展現出另一種非經由專家（即社大老師）所傳授的在

地知識──「連結式知識（connected knowledge）（黃明月，2002）」之累積。 

  這類屬於在地女性的連結式知識，可能是以默會知識的型態存在，在動員社

區參與社大學習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其社區動員方面的「文化轉譯」方式，

和楊弘任所提到的外來專家與在地知識的轉譯模式略有不同。 

  本章第一節中，研究者試圖分析女性學員熱衷於連結式知識的原因。在第二

節中，研究者具體指出，旗美社大女性學員所建構的連結式知識，展現在哪些面

向上。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偏重偏重偏重偏重情感情感情感情感面面面面向的女性學習經向的女性學習經向的女性學習經向的女性學習經驗驗驗驗 

    社大女性學員和男性學員對於學習的期望有所不同。儘管社大學員很多是為

了培養興趣或拓展社交等目的來到社大學習，但社大女性學員相較於男性學員，

更願意長期、持續地留在社大學習。男性學員則傾向於目標取向，較期待從課程

中學習到對工作實務有幫助的知識技能。 

    如社大所開設的產業相關課程裏，除了烹飪課程以外，其他班皆以男性學員

居多，藝能性課程班級則由女性學員佔大多數。如甲仙農業共同成長班內，以務

農的男性為大多數，全盛時期班上有二十多人，女性學員只佔二到三位。可能的

原因在於，農村女性在農務方面，多處於協助的角色。在務農實務的專業上，仍

以男性主導居多。男性學員則是因為課程對工作有直接的助益才來上課： 

  跟產業相關的課程，男性學員比例會明顯提高。我們（莫拉客）災後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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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桃源做跟浩然基金會做小農復耕的計劃，基礎培力課程是我們這邊規畫的，

我們夥伴每一周都會上桃源，帶講師上去。那課程裡面大部分都是桃源的梅子農

戶，所以男性學員、原住民夥伴蠻多的。(社大專員涂裕苓訪談，20120220) 

    這種學習特質，與男性和女性在社區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差異可能相

關。如探課員陳惠文觀察到，男性對於社大課程或社區參與，過去一直不如女性

來得熱衷。因為男性多半擁有自己的事業，所以他們認為做好份內工作是第一要

務，除非社區事務或課程與自身權益相關，否則對他們而言，這些都是屬於「婆

婆媽媽」的領域。 

    此外，他們自身的工作性質，可能也會導致他們不用太去強調人際關係的經

營。例如農民面對的是一塊田地和請來的工人，一般不太需要他們刻意去經營人

際關係。此外，社區男性對於工作實務以外的社大課程，如社大最熱門的藝能性

課程，容易抱持偏見，認定那是女性在學的東西。而要讓男性走出工作以外的場

域，去學習他們「不會」的東西，也會讓已經擁有專業者身分的他們感到「有失

面子」。且這類學習對他們來說，若是無法直接對工作有所助益，或是影響到工

作的時間，就沒有學習的必要性。因此學習往往是工具性的： 

    林怡伶：這個農業成長班到八八之後暫停。他們學到兩、三年，八八之後要

忙著整理自己的農地。很多農地受到影響，就停了一陣子，目前這個班是暫停，

在找未來的對象，還在積極開發新的。 

    涂裕苓：……他們還是有點目標取向，這個課程對他們務農上有實質幫助，

其他課程，為他們很忙。這是事實。有一、兩個是因為興趣（來社大上課）。（社

大專員林怡伶、涂裕苓訪談，20120220） 

    這些原因無形中讓社大變成女性學員活躍的場域。從旗美社大學員選課情形

來看，社大以藝能性課程的開班需求與報名最為踴躍，而藝能性課程通常以女性

學員居多。例如在油畫班、客家民謠班、木工班、手工肥皂班、拼布班等藝能性

課程中，女性學員佔總班級人數的六成以上；在學術性課程方面，如書法班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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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班等，女性學員數量上的優勢則不明顯，只佔全班學員人數的五成以下。而同

樣屬於產業相關的料理課程，則以女性學員佔壓倒性多數，男性學員只有一位。

這也和傳統上女性扮演家中廚房的勞動者角色相關（許聖倫、夏鑄九、翁註重，

2004）。 

  女性學員之所以特別熱衷於這類課程，和女性本身的個性和生命經驗所培養

出的興趣，以及培養出女性個人興趣的整體社會氛圍相關。舉例來說，拼布班的

男性學員只有一位，其餘皆是女性，可能是因為「縫紉」傳統上被視為女性的分

內工作。像是在過去數十年間，美濃等農村社區的女性，有著在婚前學習「洋裁」

的風氣。因此相較於男性，女性去上縫紉相關課程的比例和社會接受度會更高。

此外，已婚女性利用空閒時間培養繪畫、縫紉、歌唱等技能，對於她們中產階級

或小康家庭的丈夫來說，可能還能增添光環： 

    他（丈夫）說，妳學了那東西，可以讓人家看到、欣賞到美的事，也不錯啊。

他認為他老婆很會畫畫，好像臉上很有光，他會這樣想。我想說，既然他不反對，

對這些美的事情，我會持續下去。（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圖圖圖圖二二二二：：：：油畫班油畫班油畫班油畫班上課情形上課情形上課情形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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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女性學員相較於男性學員，其學習型態不太相同。黃明月（2002）指出，

比起獲得權力或自主，大部分的女性更重視人際與互惠關係的建立，並且偏好以

和他人對話交流的方式來學習。探討女性學員學習型態的可能成因，也許和已婚

女性長期在家庭裏扮演照護者和協調者的角色有關。 

    根據本研究四位旗美社大女性學員的經驗，學員阿汝和阿梅都和公婆同住，

而阿汝、阿梅和阿禾都和公婆們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原因可能在於，女性作為

照護者的自我定位，使她們在家庭情境中就培養出敏銳的觀察力，和對於情感關

懷上的同理心。此外，家庭和諧程度，往往被視女性作為妻子和母親「成功」與

否的評斷標準之一。如學員阿禾和阿梅在家庭裏使用的以退為進策略，也是用以

維持家人之間和諧關係的做法。 

    參考黃明月（2002）〈婦女學習特性分析〉，Belenky等人（1986）曾將女性

認知觀點分為五大知識論類型，包括沉默式知識（silence）之臣服於外在權威的

女性經驗、接受式（received knowledge）之接受或複製外在權威所傳授的知識、

主觀式（subjective knowledge）之透過主觀或直覺獲取的個人知識、程序式

（procedural knowledge）之透過客觀程序所獲取的知識，以及建構式知識

（constructed knowledge）──女性認知自身為知識創造者，並珍惜透過主觀與

客觀策略進行認知。當中的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又包括重視邏

輯、分析和爭辯的分離式（separate）知識，以及強調移情、合作、關懷和傾聽，

透過對話得以相互理解的連結式（connected）知識。已婚女性在家庭裏經由自身

經驗創造而轉化的人際互動默會知識，其對於同理心培養、情感關懷、傾聽和對

話等面向的重視，使之得以被歸類為一種連結式知識。她們或許尚未明確認知

到，這些乃是她們自身在各種人際關係互動情境下，透過主觀或客觀策略所建構

的知識，仍傾向將這種由已婚女性從家庭情境中建構的默會知識，視為習以為

常，用以促進家庭和諧關係、避免摩擦的常識。這些「常識」沒有受過權力的加

持，並未化為一種專業或一門學術。但當她們走出家庭，進入社區工作或社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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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場域後，此默會知識卻能化為維繫社區組織或社大班級長期運作的有效力量。 

    就像方雅慧（2009）的研究所說的，女性社區工作者特別重視「溝通」的知

識，她們所致力探索的「人的連結」知識領域，便是「從人們的所在開始」，尋

求看見他者，發展尊重個體差異和互為主體的互動和協作，重新發展出新的人我

關係。這種對於連結式知識的探索，在旗美社大學員、老師和工作人員之間的關

係建立過程中，也同樣受到女性學員的重視。此連結式知識是女性學員運用自身

經驗和觀察力，慢慢建構出的「溝通」原則，使她們能夠在家庭以外的場域順利

建立更廣泛且深入的人際互動關係。透過頻繁的人際互動，學員、老師之間產生

了情感上的連結，因而使女性學員更願意長期到社大的上課，和同學與老師保持

親密的互動。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女性學員的連結女性學員的連結女性學員的連結女性學員的連結式式式式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建立在情感層建立在情感層建立在情感層建立在情感層面面面面的的的的默默默默會會會會知識知識知識知識 

一一一一、、、、以同理心為基以同理心為基以同理心為基以同理心為基礎礎礎礎的文化轉譯的文化轉譯的文化轉譯的文化轉譯：：：： 

  楊弘任社區行動論指出，專家知識和在地知識的文化轉譯是社區動員成功的

關鍵。但由上述社大女性學員的經驗學習中發現，除了楊弘任所說的發生在認知

層面的文化轉譯，尚有另一種發生在情感層面的轉譯之存在。這種文化轉譯並非

發生在外來專家知識和在地師傅的專業知識之語彙相互轉換，而是於情感層面，

學員們對於彼此具共通性的生命經驗加以相互詮釋。例如社大女性學員因為大多

擁有照護者角色的自我定位，使她們更容易注意到同學之間、同學和老師之間等

溝通上的問題，並且自願性地擔任社大學習場域裏、隱藏在檯面下的溝通媒介。

她們建立在情感層面的「同理心」默會知識，若從 Giddens（1984）的人格層次

來看，也可歸類為一種無法明確表述、習以為常且可被感知到的實踐意識。透過

此默會知識的運作，使她們更敏銳地觀察到其他同學的個性特質，進而掌握更精

準的溝通方式。 

    參考 Javis（1987，轉引自羅素慧，2005）對於經驗學習的定義，人們詮釋

所面臨的情境時，會參考以往的經驗，並進而建構新的知識。對五十到七十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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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已婚女性們來說，在過去特定社會氛圍下所經歷的生活經驗，會成為她們用

來詮釋新情境的基模，並且在過去的經驗之上建構新的知識。以學員阿禾為例，

她出身農村且是家中老大，底下有三位弟弟，因為受到「姊姊效應」的影響，她

從小就被要求擔任照護者的角色，負責打掃家裡，以及照料弟弟們的飲食起居，

好讓父母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出門工作。這些經驗使她自然而然培養出「替別人著

想」的默會知識。對她來說，這種知識已經成為自身「個性」的一部分，它們是

不曾被「學術化」，也並非由外來的專家所傳授的知識。但這些知識卻在她日後

的婚姻、工作和學習等情境中，幫助她更加順利地獲得她所期望的結果。以阿禾

和她的婆婆之關係經營為例，阿禾簡單地把她和婆婆相處融洽的訣竅稱之為「將

心比心」： 

    我婆婆的人是說，妳要懂得尊重她。我覺得婆媳之間是互相……我是將心比

心，就四個字，將心比心。我會想說，我如果這樣我會難過，別人這樣也會難過，

比如說我不喜歡的事我會難過，我這樣對他，他不喜歡也會難過。我想這麼做，

對他也是這麼做。（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透過她從過往經驗得到的「將心比心」原則，阿禾在照料婆婆時，會細心地

從婆婆的角度來思考她的需求。像是她考慮到婆婆牙齒和健康不佳，所以食材、

調味料和烹飪器具的購買，都必須配合婆婆的身體狀況和操作便利性，當兒媳不

在身邊時，讓婆婆也能輕鬆自理飲食。為了讓婆婆更有動力去注意自身的飲食健

康，阿禾說服在婆家附近上班的丈夫，常常回家吃午飯，如此一來婆婆就會有動

力下廚做飯，而不會常常在外食用「不夠健康」的食物。她的「將心比心」贏得

了婆婆的認同，與婆婆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這使得她日後在和婆婆溝通時，能

夠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當情境從家庭轉移到社大的學習場域後，阿禾的「將心比心」，則幫助她和

同學、老師的互動上更加順利，良好的互動則是維繫班級運作的動力。以她參與

木工班為例，阿禾因為在油畫班認識了一位善於刻字的木工，這位木工後來受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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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大開設木工班，阿禾因為同學之間的好交情，所以也跟著報名了木工班。但

根據她過去對於這位同學兼老師的了解，她知道他並非專業的教師出身，不善於

將自己累積的知識經驗轉為流暢的語言。於是她試著把自己放在其他同學的角度

設想，如果同學聽不懂老師的教學，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學習欲望，下學期就或

許就不會再來上課。所以她主動地擔任了「橋梁」的角色──作為檯面下的協調

者，在詢問、匯集同學上課的感想後，再對班代、社大專員和老師提出建言，努

力改善老師和同學之間的互動關係。雖然她並非木工班的班代，並沒有連繫同學

或老師的義務和責任，但由於她是資深學員，又與老師互相熟稔，所以她認為自

己適合執行這種任務： 

  我不是班代，可是私底下會跟新的學員溝通，「聽得懂嗎？」他們會說「老

師教得怎樣，聽不懂」。我就會跟班長講，「ㄟ，他們說聽不懂ㄟ」，是不是我們

要怎麼去跟老師溝通？我也會跟社大專員講，跟她溝通說，老師的課好像新學員

聽不懂，她說我不好意思跟他講，妳講。因為我跟老師很熟，我們私底下是同學，

表面上我是學生，私底下有什麼事情，我也會跟他直接講。我就當成橋梁。一定

要有人這樣做，那個班才會維持下去。我想說社大要開一個班也不容易，我就把

它當成一個事業。（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在學員阿汝的案例中，阿汝認為自己來到社大學習之後個性變得更體貼，並

將自己的個性轉變，歸功於在社大的學習。但仔細探究真正使她得以轉變個性的

因素，並非學校所教授的知識技能，而是她透過自身敏銳的觀察力，在社大學習

情境的人際互動經驗中，所自修和累積的「交朋友」技巧。阿汝過去雖然沒有刻

意拓展生活圈，但她在和社大許多人們接觸後，自覺到自己是喜歡和他人溝通

的，並且從中獲得了快樂。她細心地注意到，在這個學習場域裡能人很多，但低

調地展現自我是這個群體的風格，她因而自覺需要調整溝通策略，使自己能夠被

群體所接納： 

  因為社大裡面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應該說是臥虎藏龍。很多有能力的人不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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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表達出來。她們有能力可是不願意透露出來。所以她們會比較，不表達出來讓

妳們知道我就是有這個能力。有很多是這樣。可是人相處久了，就知道個性怎樣，

需求是什麼……我慢慢學習到說，人與人之間的對談，我進步很多。技巧上有改

進，會多替別人想，比較會以第三者的立場去思考這些事情。（學員阿汝訪談，

20120210） 

  當她的人際生活圈拓展開來以後，在和同儕交流的過程裡，她清楚地看到自

己過去在人際溝通方面的不足。例如她在社大同學和朋友的眼裡是個率直的人，

曾因脫口說出一些太過直接的話，不夠顧慮聽者的感受，而和部分同學產生摩

擦。於是她在社大學習場域和許多人交流後的經驗裡，使她獲得一個結論：勸服

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能否「讓別人聽起來舒服」。如果讓人聽得舒服，就較可能

達到勸服他人的目的。阿汝在溝通技巧方面培養的默會知識，和阿禾的「將心比

心」顯然有著共通之處，她們皆強調應從他人的立場來思考： 

    譬如說，同樣一句話，要達到這個目的，但要讓對方聽到的感覺不一樣，我

的想法是說，我們要讓人家聽起來舒服。不要讓人家聽起來不舒服。我們是一樣

達到目的，可是人家不舒服，就會比較不好…講話要改變一下。是上了社大的課，

大家接觸以後，我就慢慢想到這一點說，我們要改變一下技巧這樣子。（學員阿

汝訪談，20120210） 

  此外，如同李宛澍（1996）在女性讀書會看到現象，當已婚女性走出家庭，

和處境相似的其他女性主體互動時，能夠獲得情感上的滿足並脫離孤立。這些社

大已婚女性過去受到壓抑的情緒以及在家庭中的生活經驗，透過以同理心為基礎

的相互詮釋，可在同為已婚婦女的老師和同儕之間取得共鳴，並透過課程以外的

閒話家常，獲得彼此的理解和情緒紓解。當過去被壓抑的情緒有了其他的出口，

女性學員回到家中，就能用更平和的態度來面對家人： 

    平常的一些不滿什麼，像我們去上課，有一些婆婆媽媽，也都會談一些家裡

的事情，或者是「小孩子怎麼樣怎麼樣」。有時候說出來是一種發洩，就可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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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本身有情緒上的紓解。回去就沒事了。（學員阿汝訪談，20120210） 

  而社大女性學員在社大場域持續培養的默會知識，反過來還能成為她們處理

「家事」的工具。同理心默會知識，讓阿汝開始省視自己過去在家庭內部的溝通

方式。像是以前她在家中，常以責罵的方式管教孩子，忽略了孩子聆聽時的感受。

所以她改變了和家人的溝通方式，在說話時更注意到聽者的感受。這些待人處事

上的改變、溝通技巧的提升，以及她在社大場域廣交朋友所帶給她的快樂，都讓

家人看在眼裡。丈夫察覺到她個性上的變化，過去在阿汝友人眼中不算太體貼的

丈夫，對待妻子的態度也有所改變，夫妻關係也因而較之前更為融洽。此外孩子

也發現母親「不太一樣」了，「講話也比較文雅，不像以前比較會罵人。」夫妻

關係的改善，進一步讓她的丈夫對於社大有了良好的觀感，願意繼續支持妻子到

社大上課，甚至後來在妻子的說服下，和她一同到社大的油畫班上課。這種因為

「同理心」而「站在他人立場思考」的轉譯方式，於是成為女性學員呼朋引伴進

入社大場域學習時，或是長期維繫社大班級既有人際關係時的成功關鍵。 

二二二二、、、、透透透透過過過過禮物禮物禮物禮物經濟建立經濟建立經濟建立經濟建立互惠互惠互惠互惠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以同理心為基礎，社大女性學員還發展出一套互惠的互動模式。如阿梅從家

庭情境的經驗裡了解到，婆婆喜歡受人尊重、禮讓的感覺。所以她學會以「禮讓」

來改善自己和婆婆之間的關係，這也屬於她「以退為進」的戰術之一。而學員阿

禾在家庭情境裡，也同樣採用了「以退為進」的策略，當丈夫的要求和自己的時

間安排衝突時，她傾向選擇妥協，讓丈夫的需求優先於自己的計劃，以此建立和

諧的夫妻關係，間接使丈夫願意認同自己出外學習的目的。 

    當這類「退讓」的策略發生在以女性學員居多的社大學習場域時，透過包括

勞務、知識、財物和情感等的「讓與」精神，逐漸在同儕之間引入一種彼此互惠、

強調「分享」的「禮物經濟」。從阿禾、阿汝、阿梅和阿昭等人的經驗裡都可以

發現到，儘管她們並非有意識地考量到從「讓與」到「分享」過程所帶來的影響，

但是「禮物經濟」確實是她們維繫良好人際關係，同時也是提升自我地位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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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ss（1923）從澳洲、美洲等原始社會的契約法律制度和經濟體系中，發

現不同於建立在貨幣系統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禮物經濟」：在原始社會裡

看似慷慨、自由的自願奉獻（prestation），背後往往隱藏利益和強制關係。是送

禮、收禮、回禮等三階段禮物交換之強制性，確立並維繫了原始社會裡的關係。

因為接受餽贈的人若無回禮，等於在這個關係中立於從屬的地位（負債者），而

無法保持平等的關係。所以收禮者必須盡快回禮，否則就可能喪失人格尊嚴（賴

曉黎，2004）。於是在禮尚往來的前提下，社會上的人們彼此既是債權人也是債

務人。此外，禮物交換是借貸而非轉讓，禮物經濟的目的不在於取得最大利潤，

而是盡可能獲得更多的禮物債務人。禮物作為必須回報的債務，個人內部有回報

義務的強制性，外部則有禮物交換具體實踐的強制性，使人們建立起所有生存資

料的所有權、使用權與流通方式（同上引）。何翠萍（2004）則指出，Mauss的

禮物經濟概念認為，接受餽贈的人們有如共享著共有財的所有權，在這個群體裡

不斷彼此給予、接收與回報。而彼此給予、接收與回報使各方建立起如長期契約

般的依賴關係。 

    Mauss（1923）還發現到，原始社會裡一切皆可轉讓或移交的進出來往，不

只是關乎物，也關乎人在精神方面的持續交換。贈與的目的首先是道德性的，主

旨在於使參與送禮和收禮雙方之間的感情，使彼此的生活相互混融。這種現象在

資本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如 de Certeau（1984）所說，雖然我們所處的資本主義

社會由市場經濟來主導，根據貨幣制度制定了一套等值對換關係，但禮物經濟從

未消失。雖然禮物經濟不具合法性且已被邊緣化，但它仍然在市場經濟規則下被

保存下來，並且反過來悄悄僭越居於主導位置的市場經濟。因此禮物經濟即是一

種由下往上的牽制戰術，挑戰著以貨幣數字來衡量一切的功利價值觀。 

    在旗美社大的場域中，女性學員出自於非功利性的目的，彼此交換著內含有

餽贈者自身性格一部分的「禮物」，以期達到精神上的持續交換和生活混融。這

些禮物的種類包括了勞務、知識與資訊、情感關懷等類型。且被餽贈的禮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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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被餽贈者的回禮，可能是以複合的形式（同時包含了數種類型的禮物）來展現。

當學習的過程浸淫在不斷送與取的互惠循環和生活混融裡，旗美社大女性學員之

間，也逐漸發展出對於同學及老師、班級和社大的歸屬感，並在群體中形成超越

純粹利益交換的「分享」道德文化。 

    此外，禮物的贈與有特定的方向可循，例如某些禮物不能交給特定對象以外

的人物（Mauss, 1923）。在女性學員彼此贈禮的過程裡也可以發現到，她們所選

擇贈送的禮物類型，與她們運用同理心默會知識（或連結式知識）所獲取的知識

密切相關。透過相互對話、傾聽、互為主體的資訊及情感交換，她們得以彙集和

收禮對象相關的資訊，像是家庭背景、性格特質和個人需求等。這類資訊的累積，

使她們作出正確判斷，能夠把合適的禮物送到合適的人手中，藉此成功地達到生

活混融、增進感情的目的。 

(一一一一)勞務餽贈勞務餽贈勞務餽贈勞務餽贈：：：： 

    在勞務的分享方面，部分女性學員會在不掛名的前提下，默默擔負起維繫班

級順利運作的任務，提供無償的勞務。雖然這種無償付出，符合Moser（1989／

劉東曉譯，1997）所說的女性扮演社區管理者時，會默默遵循傳統性別分工的從

屬地位，從事義務性無償工作之現象。但是當把這些決定和行為，放在傳統村落

對於公共性的理解之脈絡時（楊弘任，2007），無償付出反倒讓這些學員在同儕、

老師與社大工作人員之間，取得更多的肯定和認同。 

    例如阿梅曾經擔任過數年的書法班班代，但目前已經卸任，由一位男性學員

接手班代職務。可是阿梅憑藉她以同理心默會知識所累積的知識，對於班上同學

的個性特質有所理解。據她推測，男班代在處理班級事物時，可能會稍有不周全

之處。因此她雖然不再擔任班代，卻仍主動協助處理班級上的「瑣事」，包括準

備好老師上課要用到的書法用具，或是下課幫忙擦黑板、收拾教室等。而和她一

起去書法班上課的丈夫，也會隨她一起提供勞務。相較於班上其他同學之於書法

班的份量，她和丈夫的無償付出，使他們在同儕之間的關係裡，處於相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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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另外，在阿禾的案例裡，她在不掛名的前提下，根據她使用同理心默會知識，

從和老師及同學的互動中所掌握到的個人性格與需求等資訊，使她作出合適的判

斷，為同學和老師提供協助溝通協調的勞務餽贈。此自願性的付出，則使她的餽

贈更顯彌足珍貴，她也成為社大工作人員、老師和同學信賴的對象。 

(二二二二)知識或資知識或資知識或資知識或資訊訊訊訊的的的的餽贈餽贈餽贈餽贈：：：： 

  在知識的分享方面，班上的資深學員，或是已在特定領域累積一定程度知識

基礎的學員，則根據自己過去的學習經驗，以同理心知識推敲出新同學在學習過

程可能面臨的挫折感，因此主動將自己的知識分享給新學員，協助她（他）們順

利銜接課程進度，也使她（他）們更願意混融入該班級的學習圈中。而當學員接

受來自其他學員的知識贈與，她（他）們除了更願意繼續投入課程學習，也和贈

與者產生了情感的連結，因而在班級上形成同儕互助的義務關係。如阿汝表示，

因為自己過去曾有縫紉相關經驗，當進入拼布班後，她過去的知識就成為她得以

分享給其他學員的「禮物」。此外，拼布班內由舊學員分享知識給新學員的氛圍，

已然形成一種規律。新學員會主動向舊學員討教，而舊學員也不會藏私，於是透

過知識共享共有的道德文化，使新舊學員得以被凝結在一起： 

    老同學會跟新同學交流，老同學也會指導新同學怎麼去做。並不是完全老師

一個人在忙……大家（新學員）都不嫌棄，然後就會問，我們也比較雞婆，幾位

舊同學就會「那我知道我跟妳們講」，並不會「我會但我不跟妳們說，妳去問老

師」，不會這樣子……譬如同學哪些部分不太懂，老師在教別的同學、在忙的時

候，我們可以幫老師去指導這個同學怎麼去完成。所以在班上大家會變成好朋友

的原因，也是有這個存在。（學員阿汝訪談，20120210） 

    拼布班的知識共享規律，不只套用在學員之間，甚至老師也被包納在禮物經

濟的循環之內。例如阿汝等人會和老師交換縫紉方面的知識，反過來把她以前在

做衣服時摸索到的小技巧，分享給拼布班的老師。而老師不懂的領域，其他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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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和老師一起切磋。透過勞務和知識的餽贈和分享，老師和學員之間的互動因

此更加平等化，彼此形成更親密的互惠關係。 

    此外，阿汝、阿禾等舊學員不只為老師和新學員付出了「協助教學」的勞務，

阿汝和阿禾還會接受老師的請求，義務性地到老師家中打掃教室。她們作為已婚

婦女，憑藉自身的同理心默會知識，對於同為已婚婦女的拼布班老師之處境十分

了解──老師自己有婆婆需要照顧，也必須協助其丈夫打理電器行生意，還要擔

任拼布班老師，實屬不易。所以阿汝和阿禾兩人為該老師提供了協助整理教室的

勞務，一方面是餽贈老師確切所需的勞務，另一方面則考量到拼布班全體同學的

利益，讓老師能夠在兼顧家務及工作的前提下，持續地把班級經營下去。這些互

動呼應了Mauss（1923）所說的互助合作道德文化，行動者不只考量到個體利益，

也納入了群體的利益，並強化了團體內部的認同感，提供了比資本主義變動的信

用還要可靠的穩定協作關係。 

    客家民謠班的阿昭也有類似的知識與勞務餽贈經驗。由於她先參加了美濃婦

女合唱團，後來受到老師的委託，協助旗美社大客家民謠班招募新學員。她把照

顧被她拉來的新學員，當作自己的責任。像是她根據過去參加合唱團的經驗，以

其同理心知識認知到，因為合唱團的第二部無法單獨演唱，其他學員可能較不願

意唱第二部，所以她自願攬下了許多學員不愛唱的第二部，並且大方地把過去的

課程資料攤開來和新學員共享： 

    到現在我都在二部。二部不好唱，大家都不喜歡唱。妳唱二部的，唱卡拉

OK都不能唱。我就在那邊帶她們，唱二部。現在新同學要唱二部的，老師叫她

坐在我隔壁。幾乎我的資料都可以讓她看……我這樣待她們，她們也對我很好。

（學員阿昭訪談，20121015） 

    她的勞務與知識餽贈，讓新學員想用其他勞務的方式來還禮，像是主動提議

要開車送她回家。而阿昭對於同學的勞務贈禮，也會反過來感到人情負債的壓

力，因而繼續回報以其他禮物，使班級內的禮物經濟持續循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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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生每次帶我去，我那些姊妹都「不要來帶她了，下課我們會負責她回去

啦」，騎摩托車的也叫他不用來，開車的會說「我帶她回家，我順路」。不過我這

個人，我先生也知道我這個性……坐久了（便車）我會感覺有壓力，像有好的咖

啡我會買給他，我會送禮給他們，不會坐他們的車不送禮。（學員阿昭訪談，

20121015） 

  此外，在上課時若有閒暇，或是在下課時間，學員也會和自己相熟的其他學

員圍在一起，彼此分享新聞、購物、展覽或其他社大課程等相關資訊。例如當高

美館推出「瘋狂達利」特展後，油畫班上課時，阿汝拿著一疊傳單，一一發送給

油畫班的學員們。學員彼此互相討論展覽資訊，並私下邀約看展時間；當一位油

畫班同學嘗試在 T-shirt上彩繪荷花，並把彩繪 T-shirt 帶去油畫班給老師和同學

品評，同學們在提供評論之餘，同時也向她打聽購買 T-shirt的相關資訊；在烘

培班上課的日語班女學員，則會將烘培班的上課成果，帶來和班上同學享用。 

    透過知識和資訊的共享，不只協助建立了互通有無的禮物經濟秩序和親密的

互惠關係，也讓新知得以透過人際網絡的互動，迅速地達到傳播的效果。例如班

上要好的同學們會彼此相邀，一起報名社大的其他課程： 

    社大給我一個印象很深刻，就是會分享……大家都是同學，他如果需要，我

會主動去幫他。像你染一條絲巾很漂亮，「哎喲，你去哪裡染的」，「我去上社大

的哪堂課，他就教怎麼樣用」，就想，這樣不錯喔，有興趣就會去，會有影響力。

譬如我去上油畫課，我帶了一條絲巾去，他會說「水喔，用什麼染的？」我就會

講。一般在社大學什麼課程，做什麼事，學員大概都知道。那個是教什麼的。（學

員阿禾訪談，20121004） 

(三三三三)情感關情感關情感關情感關懷餽贈懷餽贈懷餽贈懷餽贈：：：： 

    情感關懷的直接餽贈，是最直接地把禮物餽贈和精神層面連結在一起的方

式。在班級上學員擁有各自相熟的小團體，彼此心事的傾吐，除了助於情緒上的

紓解，透過彼此相互以同理心感受對方情緒，並且給予「情感關懷」之禮物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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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學員之間的情感連結也會更加緊密，讓小團體中的情誼持續發展下去。 

    以學員阿禾和阿汝之間的往來互動為例，阿禾因為過去曾在學校衛保組工

作，加上從小就扮演著照護手足的大姊角色，使她自願地扮演著關心家人和其他

同學健康的角色。由於她在拼布班和阿汝相熟，還在阿禾的主動提議下，一同相

約去上油畫班。在兩人某次閒聊中，阿禾向阿汝提起自己打算一個人去旅行，阿

汝考慮一會兒，表示自己過去不曾一個人旅行，想要跟她一起去走走，於是兩人

便有了第一次的結伴旅行。之後兩人更相約以後每年的婦女節都要一起出來遊

玩。 

    阿禾和阿汝在過去的互動中，已經建立起關於對方個性特質、家庭狀況、健

康方面等訊息的資料庫。因為阿禾知道阿汝有健康方面的問題，所以在旅途中，

阿禾總會在細節安排上特別關照阿汝的健康需求，例如在旅館過夜時，會把較厚

的棉被留給阿汝，跋涉時也會時時考慮她的體力能否負荷等；而阿汝也對於阿禾

的家庭背景瞭若指掌。在阿禾遭逢變故後，曾與娘家的親手足決裂。當時她心情

沮喪低落，向阿汝訴說自己「沒有娘家可回」，阿汝貼心地安慰她，「誰說妳沒有

娘家」，因為阿禾和阿汝的丈夫同姓，以後自己家就等於阿禾的娘家，可以讓她

依靠。隨著兩人交情的加溫，阿汝和阿禾各自的家庭成員也產生了交集，過去只

有兩個人結伴的旅行，從此成了兩家人的聯合家庭旅行。 

    在客家民謠班案例裡，同學之間彼此餽贈情感關懷的禮物經濟，更是維繫班

上同學長期互動的樞紐。阿昭在訪談中表示，班上同學之間經常相互噓寒問暖，

或是傾吐煩惱（例如在家裡和丈夫之間的摩擦），因此對於彼此的家務事瞭若指

掌。只要有一位同學缺課，其他同學必然會主動關心她（他）的缺課原因。例如

有次一位曾經缺課幾次的客家民謠班學生上課遲到了幾分鐘。當她來到教室後，

老師暫時中斷了教學，包含學員阿昭在內的幾位同學們，大聲地和她打招呼，看

著她走進教室坐下來，然後坐在她鄰近位置的同學紛紛轉過頭去詢問她的近況，

她旁邊的同學則會主動告知她上課進度等。這種同儕間的情感關懷相互餽贈，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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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學員們緊密黏著在特定的社交場域裡，更會形成一種同儕情感壓力，讓個別學

員在人情包袱下不太敢無故翹課，或是突然中斷學習脫離群體。 

  不過勞務、知識或資訊、情感關懷等彼此餽贈的禮物經濟，除了能在班上、

學員之間建立起默認的秩序，有時也正因為無法回贈禮物的「負債感」，會使學

員產生壓力，而打消了和他人（包括老師和同儕）深入交往的念頭。 

  例如阿汝在社大上課後，經常會和老師建立起好交情，但當她發現自己對某

些課程內容（例如電腦課）其實並不是特別感興趣時，她就會選擇「即時抽身」，

避免和老師的交情過於深入後，自己會因為人情壓力而下不了決心離開。因為一

旦彼此「交心」的禮物經濟發生後，默認的互惠秩序就會在心裡形成強制的力量，

使學員和老師不得不持續留在同一個學習場域。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從以四位女性學員為核心的人際網絡建立過程，可以看出她們用以進行文化

轉譯的在地知識，並非外來的、學術化或專門化的專家知識，而是她們從自身的

生命經驗和生活情境裡摸索、體會出來、連結式的默會知識。此知識特別側重於

情感面向，摸索著如何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技巧，以及探索如何深化既有人際網

絡的方法。 

    女性學員的同理心默會知識，是由女性在特定社會價值觀和生活情境中所衍

生的在地知識。以同理心（「將心比心」）為基礎，學員之間的生命經驗和情緒反

應得以相互轉譯，並且改善溝通上的效率，進而建立或強化學員之間的情誼和互

動關係。 

    再者，由同理心運作所連接起來的關係之建立，背後還蘊藏一套禮物經濟的

秩序。藉由同理心默會知識，她們得以累積了關於他人（包括同學和老師）的相

關資訊，特別是在精準掌握到他人需求方面。透過將適當的禮物，餽贈給合適的

人，以滿足其所需，作為送禮者的女性學員得以和收禮者建立良好的禮物交換循

環關係。當中被學員相互餽贈的禮物之形態，可能以勞務、知識或資訊、情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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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等方式呈現。但禮物也可能同時包括了數種形態，例如同時包括了勞務和情感

關懷的贈與，或是雙方互相贈與不同形式的禮物。因此女性學員除了期待在社大

課程內習得特定領域、學術化的知識技能，另一方面也在不斷送禮、收禮和回禮

的過程中，架構出期許雙方從中互惠的不成文規則。 

  但禮物交換並非出自金錢利益的考量，而是傾向以精神面的關係建立和生活

混融為目的。分享於是成為一種道德文化。在女性學員彼此的生活產生混融後，

一種超越個人利益、對團體的認同及歸屬感油然而生。於是在禮物經濟和集體情

感認同的催化下，女性學員參與社大課程的情形，一般得以比男性學員較為踴

躍，也較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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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從個人到集體能動性的轉化過程從個人到集體能動性的轉化過程從個人到集體能動性的轉化過程從個人到集體能動性的轉化過程 

    如林福岳所說，「傳播不僅僅發生在依賴媒介運作的單一層次，而是在日常

生活世界的每一個層次（1998，頁 11）」，社大女性學員所建立的人際網絡和群

體認同，即是發生在日常生活中，被女性學員自身習以為常的社區傳播現象。但

此人際網絡的建立和發生在這個網絡中的各種互動，卻造就了另一種隱藏在檯面

下的社區動員模式。 

    前述提到，社大女性學員是經歷了傳統妻職和母職等自我定位的鬆動，才能

夠從家庭裡出走，並且運用她們的默會知識，從情感層面上建立起更綿密的人際

網絡互動。然而從社大的角度來看，社大若要深入社區落實辦學理念，就必須以

社區能接受的方式來進行文化轉譯。在社大人數居多，且多來自特定社會階層的

女性學員，其特有的連結式知識在社大學習場域中默默運作，因而在社大與社區

的連結過程裡展現出「關係能動性」（Kennelly, 2009），發揮著有如橋梁般的作用。 

    本章第一節中，研究者先從社大的觀點切入，指出社大女性成員個人為何能

夠在社大融入社區的動員過程裡，扮演作為「橋梁」的關鍵角色。第二節裡，研

究者以動員對象的範圍作區隔，探討四位社大女性學員從個人能動性轉為集體能

動性的過程。像是她們如何運用在地知識，從在家庭裡對家人發揮影響力（特別

是在空巢期對於其丈夫的影響），擴展到她們在社區中吸納成員、建立人際網絡

連結的方法。同時她們自身又如何受到社大、家庭和同儕關係的牽引，將旗美社

大辦學的理念，透過她們的個人經驗和知識介面，轉化為她們所認知的意義和行

動，並經由既有人際網絡落實到日常生活之中。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學員作為社大進學員作為社大進學員作為社大進學員作為社大進入入入入社區的中社區的中社區的中社區的中介介介介 

一一一一、、、、社大社大社大社大重新摸索重新摸索重新摸索重新摸索與社區與社區與社區與社區溝溝溝溝通的方法通的方法通的方法通的方法 

    旗美社區大學是因為反水庫和社區大學浪潮等兩大社會運動的推動而成

立。之後旗美社大以原美濃愛鄉協進會的社區工作經驗為基礎，致力推動旗美九

鄉鎮（甚至是九鄉鎮外圍）農村地區的成人學習，連結各社區網絡的資源及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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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得農村自主所需之力量。在這樣的行動目的下，客家族群認同不再是旗美社

大動員的必要條件，旗美社大勢必提出不同於反水庫運動時期的行動策略。再

者，美濃愛鄉協進會過去建立的人脈網絡，固然在社區經營方面建立了一定的基

礎，但無法滿足旗美九鄉鎮農村學習運動的多元需求： 

    我們要面對閩南人，然後要面對原住民，其實每一件事情都是重新開始……

在美濃愛鄉協進會的時期，有時候就是在幾天之內，我們決定要有一個很大的行

動，你就很習慣在很快的工作節奏裡，然後習慣去面對爭議性很大的事情……這

個節奏跟在社大這種以提供學習為主的工作方式，它是很不一樣的……你面對的

是新的工作範圍，所以你從建立新的關係一直到對這些社區有新的掌握，你就會

發現其實這些鄉鎮它的社區裡面最重要的意義，跟美濃是完全不一樣的。基本上

每一個鄉鎮，甚至每一個鄉鎮裡面每一個村落，它都有它的需求跟問題，那這些

事情都必須要重新掌握。（旗美社大主任張正揚訪談，20110711） 

    當面對著異質性高（族群、地域、文化）的動員對象，旗美社大必須重新建

立一套和在地社區溝通的方法及網絡。旗美社大所要建立的「農村意識」，也不

同於以單一族群為訴求的認同建構。如洪馨蘭（2008）所說，要建立農村意識，

首先必須先理解農村是什麼： 

  在務農生活之外，農村必然同時存有「共同生活體」，這包括兼業農的另一

份收入來源、包括農村的醫療人員、農村的基本教育人員、農村的政府行政人員、

農村的交換經濟小商人、農村的工藝製造人員……每個行業都有他們與「農村」

建立網絡的方式，同時也因為這麼多交織複雜的人際與交換網絡，旗美社大的農

村意識即建立在「所有發生在農村的人事物，都是農村型社大要積極面對的議

題、都是農村課程」。（洪馨蘭，2008，〈建立農村意識是我們的團隊目標〉） 

    為了要達到理解農村，進而建立農村意識的目的，旗美社大的工作人員必須

找出不同於反水庫時期的行動策略。如張正揚在訪談中指出，為了在旗美九鄉鎮

推動農村學習，旗美社大成立後的五、六年間，旗美社大透過不斷地反省，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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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了一套方法論。這個方法論的核心，就是先承認自己不瞭解農村，然後重新

學習掌握在農村網絡中溝通的方式： 

    向農村學習基本上就是先承認，你要在農村社區工作的時候，你其實對農村

社區是不瞭解的，因為假使沒有這一點，你就很難找到跟農村社區好的互動方

式，或是有效的互動方式……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帶著他認為一個理想，直接就進

到社區裡面，他其實是一種外加的。忽略地方脈絡的這種經營方式，基本上就假

設因為我的東西是正確的是好的，那我就是想盡辦法「鼓勵社區來參與」。可是

這中間有個非常關鍵的『轉化』問題……假設（我的東西）是好的，這東西怎麼

讓社區居民可以真的瞭解，真的認為那個是好的，這個東西顯然是需要轉化的。

轉化的程度、轉化成功與否的關鍵，就在於你對地方溝通方式的掌握。（旗美社

大主任張正揚訪談，20110711） 

    根據張正揚等人的說法，旗美社大作為一種社區的外來行動者，不只要將教

育資源和新觀點帶到農村（此為讓農村學習），更要虛心學習「在地知識」（此為

向農村學習），重新認識農村，才有可能與農村社區產生有效的溝通。也就是說，

旗美社大若想在促使社區居民關注農村議題、在農村社區建立起農村意識，就必

須和居民的在地知識進行對話。 

  這種觀點呼應了楊弘任（2007）社會行動論的核心概念—外來專家的知識興

趣，必須和在地的知識興趣進行雙向的轉譯，社區動員才有成功的可能性，也呼

應了黃武雄對社區大學的原初理念—屏除菁英式由上而下的教育模式，改以拋出

與現況相關的問題（或議題）的方式，鼓勵學員以自身經驗為基礎來重建知識與

反思現況。 

    此外，旗美社大本身人力有限，所以必須和社區既有的其他組織或個人結

盟，讓資源與人力的運用更有效率。如張正揚所說，在農村地區開設社區大學，

可能面臨幅員太過廣大、人口外流招生不易、資源不足、耕作環境被污染等問題，

這些同時也是在地其他社造團體所要面對的。社區營造與社區大學因此有了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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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建立自主發展的社區，這點決定了兩者必然的匯流： 

    前者以不拘的生動形式，讓社區居民更深入地實地體驗社區自主的作法與感

受，後者則以更有系統的方式，大範圍地向各個社區議題展開，探尋社區自主發

展的意義與作法。而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作為一個組織協調，以建立社區自主

發展力量的角色卻是一致的。除非我們有此體認，二者必須結盟，否則建立一個

自主發展社區的目標將更遙遠。（張正揚，2005） 

    旗美社大自 2001年成立以來，已透過和社區其他組織結盟、辦理課程等方

式，逐漸在旗美九鄉鎮建立起跨越社區的互動網絡。以這些互動網絡為基礎，旗

美社大至今（2012年）已發動過一些社區動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在

2009年莫拉克風災期間，旗美社大透過網站協助救災的行動。 

    表面上，莫拉克颱風風災期間，在旗美九鄉鎮，旗美社大和旗美社大部落格、

小地方新聞網等網路媒體，扮演了重要的救災角色。如旗美社大的部落格成為蒐

集、彙整在地需求相關資訊的平台，讓外界捐贈的物資，得以交付到真正需要的

人手裡。 

    但深入探討旗美社大之所以能在風災期間發揮關鍵作用的因素，其實是因為

旗美社大和各社區發展協會及組織和學員之間，擁有因長期互動所建立起的人際

網絡。是該網絡在此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旗美社大主任張正揚解釋，該次動員

之所以成功，不僅是因為網路公民新聞平臺（小地方新聞網）和微型出版平臺（部

落格）的興起，更和其成立十多年來，於在地社區網絡的經營有關： 

    每個災區，就算是同一個村子裡面，可能會有很多細緻的需求，這個部分是

廣大的媒體它很難處理的，他沒有辦法蒐集到那麼多那麼細的訊息，而且後續的

處理部門能不能跟進也是一個問題。旗美社大就是在旗美地區經營十年，所以我

們在社區裡面有些網絡，透過我們自己的小部落格—假使它也算一個小的社區媒

體，透過我們的網絡去蒐集社區裡面一些需求……那時候大概一天有好幾百的瀏

覽，有人看到了就會捐助……給我們之後，再透過我們的管道給災民……東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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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哪裡給誰再轉交給誰，需要一定的社區基礎，才能夠把這邊的事情做好。（旗

美社大主任張正揚訪談，20110711） 

   旗美社大法律班探課員陳惠文則在訪談（2011）中表示，莫拉克風災的受災

戶當中，有不少人本身已是社大的學員，因此許多關於災戶需求的訊息，才能透

過社大的中介，傳達給外界知悉。 

    莫拉克風災後旗美九鄉鎮的物資輸送動員經驗，突顯出在地社區人際網絡之

於動員的必要性。架設在網際網路的平台，固然為社區以外提供了消息發送的管

道，但社區內部的需求，仍然需要透過既有社區網絡中的人際傳播來傳遞。而社

大用以動員的人際網絡，則是社大透過與學員、探課員等個別節點的長期互動，

才得以在社區內部建立的網絡連結。當社大被整合入以個體學員為核心的人際網

絡之中，在特定的時機（如天災應變上）便可能即時發揮作用。透過這些莖支狀

的人際網絡發生，可能產生集體的行動，像是透過個別學員來獲取特定社區的需

求或情況等確切資訊，然後將資源送達到真正需要的居民手中。 

    因此從廣義的社區傳播角度來看，所有發生在日常生活的傳播，都可能促成

了這個可被用於動員的社區人際網絡之形成。以社大的場域來說，旗美社大和其

他都會型社大在開課類型方面，都是以藝能性課程報名最為踴躍，這些課程表面

上和農村型社大所關注的議題沒有直接的關聯。但是以這些課程做為介面、學員

作為節點，卻能透過同理心和禮物經濟等連結式知識的運作，以一種隱而不顯、

普遍被習以為常的方式，逐漸形成穩固的人際網絡連結。而社大所期許的理念「轉

化」，則得以在此人際網絡中實現，同樣透過作為行動主體的女性學員個人，化

為落實到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動。 

二二二二、、、、社社社社大女性學員大女性學員大女性學員大女性學員協助協助協助協助「「「「轉化轉化轉化轉化」」」」& 自我自我自我自我培培培培力力力力 

  當社大積極尋求和社區溝通的有效方法時，已經試圖在各社區內找到既有人

際網絡的重要節點，透過這些節點，使社大能夠在人力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

藉此慢慢掌握和社區的互動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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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研究者實際走訪旗山、美濃一帶後也發現到，目前旗美社大的工作人員和

過去期美社大剛成立時的人員組成已大有不同。現在的旗美社大工作人員，有一

半以上來自外地，年齡分布約在 20至 40之間，30歲以下者約占了一半以上。

這些年輕人當中，有人是從大學時代就參加過社大的工作坊，畢業後就到社大工

作；有人則是因為家人本身是社大的資深學員，因此願意來到社大服務；有人則

是社工或社會學科系出身，因為關心農村議題，或是過去曾在美濃愛鄉協進會實

習，因而萌發到社大上班的契機。這些學員面臨到的問題，和社大成立之初也大

不相同： 

  我們現在面臨到新跟舊的事情，有點在拉扯。新是要開發新的學員，找講師，

舊是要，我們意識到，我們這批團隊比較年輕，我們比較不具在地性。除了正揚

等兩三個以外，不算（莫拉克）重建站，我們八個人裡面，五位以上都是外地人。

跟以往旗美社大團隊不一樣，以前大概只有一位是外地人吧。在地這件事，把我

們跟舊這件事的連結，其實有點距離。所以我們也在嘗試建立起跟所謂舊的（連

結）。（社大專員林怡伶訪談，20120220） 

  這些多為外來的、年輕的工作人員，是屬於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一

代。這群年輕人除了延續過去旗美社大所採用的社區傳播方式，如夾報和校刊等

管道，以及旗美社大在社區已建立的人際網絡，比起其他農村型社大（如北門社

大），他們利用部落格、臉書、網站等網路媒體的能力和頻率，程度相對較高。

例如社大在 2011年辦理的農村工作坊，除了在刊物或廣播電台公告消息，也會

透過網路發布訊息，報名方式更是主要採用網路報名的型態。若有不善上網的民

眾，在網路之外得知訊息而想報名的話，就可能必須打電話連繫社大工作人員，

再由工作人員代為完成網路報名。 

    透過人際網絡的連結，結合無遠弗屆的網路，這些社大專員可說是駐紮在旗

美九鄉鎮在地社區，連結社區之內與社區之外，甚至跨越國界和全世界正在發生

的農村運動產生串連（如巴西無地農組織）的重要橋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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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即使透過這些年輕人的網路操作技能，能為農村社區提供了對外發聲的

管道，但在幅員廣大的農村社區內部，社區居民使用網路的程度和頻率並不高，

甚至有些家庭根本沒有網路。在這樣的狀況下，被部分社運人士和學者寄予厚望

的網路，在社區內部的影響力其實有限。因此即使 PeoPo為了培力公民記者，從

2006年 12月起，曾陸續在社區大學、NGO組織開辦工作坊，但真正參與公民

新聞報導的公民記者，在農村社區中卻寥寥可數。 

  所以相較於網路，人際傳播反而在農村地區的社區內，扮演了更重要的角

色。例如前述旗美社大工作人員不僅會製作的公民新聞短片上傳到 PeoPo，也會

直接將電腦搬到社區居民的面前，將影片播給他們看。發生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人

際關係之建立，才是社大在社區內得以紮根深入的重要因素。因此如張正揚所

說，要鼓勵社區居民來參與社大，社大必須重新掌握一套溝通方式—社大本身抱

持的理念，如「向農村學習、讓農村學習」，必須先經過「轉化」的程序，才能

為社區所接受。根據楊弘任所提出的「文化轉譯」概念，這種轉化的成功與否，

需要仰賴社大工作人員放下身段和成見，去理解社區在地知識，才可能使社大和

居民之間的知識旨趣發生互動和連結。 

    而協助社大工作成員融入社區的樞紐，除了各社區發展協會等檯面上的節

點，社大作為提供社區成人教育的學習場域，並一直試圖把辦學理念嵌入課程之

中，希望能為學員所認同，就必須在班級內部找到能夠協助轉化的節點。「班代」

便是協助轉化的靈魂人物之一。班代多半是由學員推選出來，他們是社大工作人

員與社大老師和班上學員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也要負責組織重要的活動（如成

果展）。社大則為班代提供學分費折半的優惠。此外社大也會要求班代，每學期

至少要參加一次班代會議。每學期共有三次班代會議，在第一次會議中，社大會

把班代帶入社區，做社區導覽或參加目前社大開發的 DIY 活動；第二次會議目

的在於討論成果展；第三次則是成果展的檢討會。本研究中的四位女性學員，皆

擔任過班代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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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外來的、普遍年輕的旗美社大工作人員來說，班代是協助他們和老師、

同學溝通的重要橋梁。一方面是班代職位的性質，本來就有協助傳遞訊息的任

務，二方面則是班代作為社區一員，同時也和其他同儕與老師位於同輩，與同儕、

老師彼此私下可能已經充分建立了良好情誼。所以相較於社大的工作人員，班代

可能擁有更多和班上同學與老師溝通的資本和知識技能。 

    以班上新生和舊生的人際互動關係建立為例，旗美社大成立已逾十一年，其

中有一部分的課程堪稱「歷史悠久」，幾乎自創校起就存在於課表之中。這些老

牌班級裡，也不乏從創校初就一路忠實跟隨的資深學員。資深學員可能因為長期

投入，在特定領域內累積了相當程度的專業性，這一點也成為旗美社大的特色之

一。不過當新血不斷流入老班級時，新生和舊生的程度差異，可能會為新生帶來

心理上的壓力7。雖然終身教育學習沒有時程表和進度壓力，如日語班老師陳玉

蒼表示，他的教學著重趣味和引人入勝，盡量讓所有學員都能理解（田野調查筆

記，20121003），但在特定科目的領域中，新舊學員之間仍然存有程度上的差異，

並且會被學員自身所感知。 

  這種「跟不上」其他同學的焦慮程度，隨著課程性質而有所不同。以書法班

和油畫班等學術或藝能性課程來說，除非學員特別有天賦，或是原本就累積了相

關基礎，資深學員和剛入門的新生，之間可能存有較大的程度差異。然而在客家

民謠班之類聯誼性質較強的課程，兩者的差距則可能不會太明顯： 

  假如覺得這個班級的氣氛融不進來，變成來上課的意願和次數就會降低。上

課次數降低，在家裡根本不太會去，像舊生本來就會在家裡寫書法，畫畫，但新

生如果沒有過那個時期，就會很難走下去。如果新生沒辦法過那個門檻，一定會

有少數新生在流動……有些是有基礎，才會進到這個班級來。如果是像客家民謠

班這類的課程，就不太會有程度差異了。（社大專員程雅芳訪談，20121002） 

                                                      
7 因為社大有開班人數的門檻（至少要十五人才能開班），除了部分班級招生人數大幅超過門檻，

足以拆成兩班以上（如客家民謠班），大部分的班級仍然維持一個班級上課。於是舊生和新生往

往同處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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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學期社大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新生在流動。雖然舊生對班級的忠程度很高，

但這種被新生感知到的程度差異，若是太過懸殊，可能會讓一些缺乏基礎的新生

感到膽怯，使得新人難以留下。在新舊生混合上課的情形下，在修課之前，過去

早已在該領域累積相關知識技能的新生，相較於完全沒有基礎的新生，可能較容

易展現出自信的一面，也因此更願意融入舊生的人際圈當中（社大專員程雅芳訪

談，20121002）。 

    而一個願意理解其他學員生活與學習狀況、並勤於和新生溝通的班代，就可

能使新生和舊生、老師之間的情誼更容易被建立起來，進而提高新學員留下來學

習的意願： 

  班代是靈魂人物，像阿汝做拼布班的班代，她會問老師，她的溝通方式是跟

老師溝通……然後要點名、拉學員……然後譬如說這個學員好幾堂課沒來，還要

打電話去，「妳忙什麼啦？妳什麼時候要來上課？老師想念你捏？」要去拉她來，

這是班代比較重要的。（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班代在聯繫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像是勤勞地電話問候沒來上課的同學，同學

就可能會有人情方面的負債感，使她們也必須用對班級的忠誠來回報。此現象顯

示出學員彼此之間的情感連結，以及對班級的認同和歸屬感，有助於持續動員同

學來上課。 

    部分曾經當過班代的女性學員，為了讓自己更能勝任這個職位，還會要求自

己作出改變，培養出執行班代任務時所需的溝通能力，展現出自我培力的個人能

動性。阿禾即是典型的案例。在當上班代之前，阿禾並不擅於在公眾面前發表言

論。她在社大的第一堂課是「環球自助旅行」，當時在旗山文化園區開課。雖然

她對上課有著百般期待，但心情卻感到忐忑不安。她在教室外的走廊徘徊，遠遠

看著裡面的老師和二、三十位同學，遲遲不敢踏入教室。令她感到猶豫的原因，

是教室內正在進行的學員自我介紹。當時的阿禾不敢在台上，對著這些來自各行

各業的人們說話。但是在她參加油畫班後，她被同學推選為班代，上台說話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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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能逃避的任務： 

    有一次是成果展，班代要介紹妳們班的作品。主持人就講，「我們的油畫班

真的不錯，班代呢？」我就上去。「妳們班有沒有人來？」「有，都在場。」……

上台後，主持人說，「妳們每個人是不是介紹一下妳的動機。畫這幅畫動機是什

麼。為什麼畫這幅畫？」我就推給阿汝的老公，「喂，大哥你先講。」「為什麼我

先講？妳是班長妳不講？」就硬著頭皮講。就這樣開始。從那次以後開始，大概

就會面對了。（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原本學習力很強的阿禾，適應了班代的工作所需，從前她不太會與人辯論，

現在卻能頭頭是道，與人應對自如，讓丈夫對她刮目相看，直說「我看到妳的成

長」： 

  因為跟以前差很多。我以前老公怎麼念我，我不會給人家回。人家罵我，我

想不到下一句怎麼去回。我不會罵人。罵輸人啦。我老公如果念我，我不知道下

一句怎麼回他。去跟人家接觸以後，上了課，就變成反而，講難聽一點，好像比

較強勢，會想可以怎麼跟你回。（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如阿禾的轉變，並非女性學員從課程所教授的內容本身習得，而是她們為了

讓自己符合班代的角色定位，因此在溝通方面的自我培力。而班代作為橋梁的功

能性，和女性學員原本在「人的連結」方面的隱性知識互相呼應，使這些女性學

員無形中處於協助社大「轉化」其理念、融入社區的關鍵位置。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社大女性社大女性社大女性社大女性學員學員學員學員在動員在動員在動員在動員面面面面的的的的中中中中介介介介作作作作用用用用 

一一一一、、、、家庭內家庭內家庭內家庭內部部部部的動員的動員的動員的動員 

    家庭是社區的基礎單位。外來社運團體所使用的語彙，必須化為能夠被居民

以日常生活語彙解釋的簡單概念，才能夠落實到社區之內。若要讓家庭成員的在

地知識和旗美社大所主張的理念發生轉譯，社大居多數的女性學員是第一線的詮

釋者之一，也是將自身所詮釋的理念化為具體行動，進而影響家庭其他成員的重

要中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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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四位旗美社大女性學員，她們受到傳統對已婚女性作為妻職和母職的性

別分工價值觀所影響。因為各自所擁有的資源和生命經驗不同，有人在婚後就展

現出較為外顯的自主性，擁有經濟上和社交上的自主權；也有人在空巢期後遭遇

自我定位的衝突，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開始鬆動原有的自我定位，展現出較為內隱

的自主性。進入社大即是她們表達休閒自主的能動性之具體展現之一。她們的生

命經驗和自主意識，也是社大所強調、包含了農村所有人事物的農村意識之一環。 

    女性學員透過休閒自主和旗美社大產生連結後，社大對於農村議題的關注，

不一定能夠直接的讓學員所感知，因此社大常使用間接的方式來製造轉譯的機

會。例如社大除了透過校刊發表相關文章或活動訊息，也會在課程中加入社區服

務的部分，像是油畫班曾受邀前往六龜的社區彩繪牆壁，藉此讓課程、學員與社

區事務的自主性產生連結。但這些連結發生後，仍然必須透過學員們的自我詮

釋，才能帶回家中，化為具體、自發性的長期行動。 

    從本研究中四位女性學員的案例中，大致展現出幾類在家庭內動員的形態。

這些形態並非等同其家庭成員透過該女性學員涉入社大課程或活動的程度，但展

現出這些女性學員在協助社大進行文化轉譯方面，從個人能動性到促成集體認同

的過程。 

(一一一一)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自主性外外外外顯顯顯顯的場合的場合的場合的場合：：：： 

  四位女性學員都擁有家人的支持，鼓勵她們繼續上課。但是支持的方式並不

相同。對於婚後擁有較為外顯的自主性的阿昭來說，相對於其他三位女性學員，

她從婚後一直擁有較高的時間安排自主性。每當她作出決定後，只需對丈夫和孩

子盡告知的責任，家人對她在外拓展人際網絡和參與社大課程等決定，從未有表

達過干預或不贊同的態度。至於她在歌唱方面的興趣，他們也樂觀其成。且為了

讓她工作之餘有時間去上課，家人（特別是丈夫）會在生活作息上配合她的安排。 

    原本阿昭因為老朋友的相邀，加入美濃婦女合唱團，而後合唱團老師在旗美

社大開課，所以她為了捧老師的場也報名了旗美社大的客家民謠班。因為同時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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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合唱團和客家民謠班，她在家中需要花上較多的時間練習唱歌，這使得她原本

忙碌的生活作息更加緊湊。此外，她曾試圖邀請她退休後的丈夫，和她一起到客

家民謠班上課，但是她的丈夫並沒有接受邀請，而是以其他行動支持妻子的興趣

培養。雖然阿昭接受傳統性別分工的意識形態，但因為她本身不擅長家事，而她

的母親和親戚曾經幫她承攬大部分的家務，直到她的丈夫退休以後，則由他接手

處理，使她能夠將大部分的時間放在工作和自身興趣上。 

  最明顯的是，阿昭的丈夫退休後的生活作息，主要是配合太太的時程表來安

排。當阿昭上午九點到十一點去附近老師家進行美濃婦女合唱團團練時，她的丈

夫會花上五分鐘的時間，騎著摩托車載她去上課。待她上課時，他則回家煮飯，

等妻子上完課後，再接她回家用餐，之後她就能在中午十一點半後睡個午覺補充

體力，之後繼續完成她下午的工作安排或活動行程。此外，由於阿昭目前還有工

作，練習唱歌的時間有限，所以她除了在晚上看電視時，會利用廣告時間練習以

外，還常利用睡前時間打開錄音機和電視，一邊聽著上課時的錄音和從電視機裡

傳出的聲音，一邊記誦歌詞，然後讓各種聲音陪伴她入睡。她的丈夫則會在她睡

著後，悄悄幫她關掉錄音機。 

(二二二二)自主性內隱的場合自主性內隱的場合自主性內隱的場合自主性內隱的場合：：：： 

  但是對阿汝、阿禾和阿梅等三位女性學員來說，她們在家中的休閒安排，則

相對更受制於由丈夫主導的生活作息時間安排。如阿梅在家中必須在以家務為優

先前提下，才能運用剩餘的時間練習書法。阿禾必要時也要放棄某些課程，以配

和丈夫的時間安排需求。但是這些女性學員運用了另一種巧妙的柔性引導策略，

憑藉其「將心比心」默會知識的運作，顧及丈夫和其他家人的感受，用更隱而不

顯的方式影響家人的態度和行為，使之朝著她們所期望的方向發展。 

    例如阿禾的丈夫對於妻子到社大上課，抱持著正面且支持的態度，並且會以

實際的行動來協助妻子的學習。表面上，阿禾在選擇自己所要培養的興趣時，是

根據丈夫的觀感來修改方向，例如丈夫不喜她在家中常常染布，丈夫的態度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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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她改學拼布的原因之一；而她的丈夫喜歡她學習油畫等才藝，因為他認為妻子

會這些才藝，能讓自己面上有光。阿禾選擇順從丈夫的觀感來決定興趣培養的方

向，是她同樣透過運用「將心比心」默會知識，摸索出更容易被丈夫所接納的「出

走」理由。 

    阿禾的丈夫看到妻子的成長，例如口條變得流利，會給予肯定，但有時他也

會關注妻子在外的交友狀況，委婉地給予建議要她「有空的話，做妳喜歡做的事」

就好，和社大的朋友們盡量保持不冷不熱的君子之交即可，避免惹上麻煩。阿禾

對於丈夫的建議，也採取接受的態度。雖然阿禾善於溝通、交朋友，但她選擇「認

同」並「理解」丈夫的觀點，反過來說服自己不需要太多社交，專心玩興趣就好： 

    他不愛我東家長西家短，他說妳交了朋友，有的人會這樣，白天三五個朋友

約一約去逛街聊天。聊久了他就會說，人多嘴雜，聊多了，搞不好本來很好的朋

友將來可能就沒有了……他覺得做妳喜歡做的事，玩喜歡玩的，人多的話，自己

少講話，不要得罪人，他有這個想法……我朋友很多，都是點頭之交……我很喜

歡一個人獨處。但是我如果交了朋友，差不多一兩個談得上話的知心朋友，其他

就是比較粗淺的。我覺得這樣比較好，感情維持比較久，不好不壞。（學員阿禾

訪談，20121004） 

    當阿禾以「將心比心」的隱性知識，衡量丈夫的觀感和情緒，最後使用最容

易被丈夫接受、自己也能從中獲得自己想要的結果之「以退為進」戰術，使她的

丈夫認同了妻子去社大學習的好處，並且還會主動給予妻子學習上所需的協助。

例如每次阿禾要去油畫班時，必須帶上畫布、畫具和油彩，若碰上雨天會相當不

便。這時他就會主動表示要載她去上課。在社大成果展時，他也會充當貨運司機，

幫忙運用器材和作品。 

    此外，旗美社大還鼓勵夫妻同修課程，例如社大會在學費上提供優惠。目前

已出現不少夫妻同修一門課的情形。在本研究四位女性學員的案例中，阿梅的丈

夫和阿汝的丈夫，都是因為被妻子說服，從一開始只是支持她們到社大上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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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願意和她們一起到社大學習。 

    以阿梅為例，她和丈夫的關係和阿昭的狀況大不相同。阿梅的丈夫在婚姻關

係中掌握了更多的發言權，阿梅的作息時間，主要也是配合丈夫工作和家務需求

來安排。但不同於阿昭的狀況，阿昭的丈夫始終未被妻子說服，和她一起培養歌

唱的興趣，但阿梅對書法的喜愛，卻深深影響了她的丈夫在休閒方面的選擇。因

為阿梅在學習書法的過程裡，長期邀請丈夫擔任自身書法作品的評論者。透過請

丈夫給與意見的方式，讓丈夫在情感上覺得受到尊重和重視，進而從旁觀者的角

度慢慢和她一同參與了書法的興趣培養，丈夫也對於妻子追求這項興趣產生強烈

的認同，並萌發想要到社大學習的動機。 

    例如阿梅在社大書法班學習後，回家經常和丈夫誇讚老師的學養和功力，深

深激起了丈夫的好奇心。但對於阿梅的丈夫來說，時間門檻同樣是使他缺乏上課

意願的主因。直到莫拉克風災後，他的飲料批發工作量減少，使他獲得較多的時

間來從事休閒活動。而妻子長期的遊說和他在書法方面的知識和興趣累積，使到

「社大學書法」成為他運用閒暇從事休閒的主要選項： 

    她剛開始是有跟我講說要不要去學，一開始是因為我們工作時間不穩定，所

以剛開始是有在想，但是沒有決定。後來我還是跟她談條件啊，我說遲到可以嗎？

可以。早退可以嗎？也可以。缺課也沒關係，這樣的話那就試看看吧。結果去一

上，也都沒有缺課。因為那老師不錯。以前她在上的時候，常講那個老師哪裡好，

而且跟老師互動蠻密切，那時我也在想，老師真的有那麼好嗎？……後來她想叫

我一起去學，那我就想去看看這個老師是怎麼樣。（學員阿銘訪談，20120211） 

  阿梅的丈夫除了在妻子的中介下，會來到社大書法班上課，更因為妻子在班

上扮演的特殊角色，同樣被納入班上禮物經濟秩序的運作，提供了上課以外的無

償勞務。由於阿梅擔任過好幾年的書法班班代，即使目前已經卸任，但她仍然在

沒有班代頭銜的情況下，自願提供無償勞務協助班級運作。跟隨她一同去上課的

丈夫，則會從旁協助。例如她和丈夫會準備好給老師使用的書法工具，下課時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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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一同收拾教室等。 

    在阿汝的案例裡，她同樣說服了丈夫，和她一同到社大學習。在她進入社大

後，因為人際圈從家庭拓展到較大的成人教育學習場域，學員中有來自各行各業

的高手，使她在社大的情境中，慢慢累積出人際溝通方面的默會知識。她「將心

比心」地從他人感受出發，重新思考並設計自身所採用的溝通模式。這套建立在

同理心之上的溝通策略，使她在「動員」丈夫進入社大學習體系的過程上，產生

極關鍵的影響力。 

    阿汝從自己的丈夫角度來揣測，認為他白天要工作，晚上只想留在家裡，不

會有太大的動機出來學習。加上男性對於社大有著「女人專用」的偏見，使他們

對於來社大學習這件事感到退卻。於是阿汝採用漸進的策略，慢慢引導丈夫和她

一起同修課程。 

    由於阿汝到社大上課之後，改變了和丈夫的溝通技巧，使丈夫連帶對於妻子

去社大上課這件事抱持好感，並且會接妻子去上課。所以阿汝利用丈夫晚上載送

她上課的機會，以「既然都要來一趟，不如留下來」的理由，說服原本不願意花

時間晚上出門的丈夫，有了留下來「陪她」一起上課的理由和動機。 

    例如當 2008年油畫班開課後，阿汝在拼布班同學阿禾的邀請下，兩人報名

了油畫班。阿汝想起自己的丈夫對畫畫其實很有興趣，但是丈夫自己並不會因為

有興趣，就想到社大上課。所以她試圖從丈夫的感受出發，揣測丈夫不願意來上

課的原因，而後有技巧地加以破解、提供誘因。像是阿汝的丈夫最在意的時間門

檻因素，因為他已經提供了接送阿汝上課的勞務，所以阿汝便順水推舟地最大化

丈夫「接送勞務」的「效益」，讓丈夫「感受」到，與其是花上來回四趟的時間，

不如只花兩趟的來回時間，還能在這兩小時的課程內學到東西，效益會更高、更

划算，此外還能重拾他對繪畫的興趣，同時放鬆心情。阿汝提出的「誘因」終於

打動了她的丈夫，使他願意和自己一同學習油畫： 

    一開始是我自己報名，他沒有報。因為他本身對畫畫也蠻有興趣，只是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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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會像我們說，想到就去。他就一直不想來。我就跟他講說，你也可以學一點

工作以外的事情啊，可以學一些讓自己舒緩心情的，畫畫也不錯啊。我們老師又

是美女啊。他就想說這樣也好，載我來上課的時候，他也可以一起上，就一起出

來。結果他上得比我好。（學員阿汝訪談，20120210） 

  在阿汝說服丈夫一起上油畫班後，夫妻倆人每周都會一同前往位於旗山文化

園區的獨立教室，丈夫邱海青也因而找到了揮灑自身繪畫才能的舞台。他的繪畫

天分獲得老師的肯定，常在上課時負責協助老師指導同學。 

    雖然阿汝和其丈夫，就如同許多來到社大上課的夫婦一樣，丈夫在社大學習

的表現常常比妻子更出色，但妻子的持續中介與否，仍然是左右其丈夫學習意願

的重要因素。阿汝的丈夫曾經和妻子一起上過電腦班、油畫班等課程，在每堂課

上，他都有著比妻子更優異的表現。但是即使如此，妻子作為參與社大學習的樞

紐，仍然是左右他學習動機的決定因素。例如阿汝和丈夫報名電腦班後，因為操

作電腦需要用到英文，對阿汝來說不容易上手，她的先生卻學得比她快。阿汝自

認能力不足，在電腦班學不到什麼，又擔心和老師一旦感情變得太好，自己就捨

不得離開，因此決定不再去電腦班上課。雖然她的丈夫在班上擁有較高的學習成

就感，可是當妻子不再去上電腦課後，他也失去了繼續上課的動力，從此不再去

上電腦課。 

    從四位女性學員動員丈夫的過程中可發現，自主性較為外顯的阿昭，以及自

主性雖然較為內隱，但有意識地追求休閒及學習自主的阿禾，她們的丈夫接受動

員的方式，主要是在協助妻子上課的過程方面。例如提供接送妻子去社大上課等

勞務，而阿昭的丈夫甚至為她調整了自己的生活作息，讓她能夠兼顧工作和上課

的時間安排需求。而在阿梅、阿汝等自主性內隱的案例中，雖然她們並非有意識

地想要鬆動自身的妻職與母職等自我定位，但她們用以和家人（特別是丈夫）協

商出走的以退為進戰術，在對其丈夫參與社大學習的決定上，比起自主性更為外

顯的場合，卻產生了更強大的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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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現象符合 de Certeau「以弱勝強」的日常生活政治理論。這些以退為進的

女性學員們，利用了更靈活、隨機應變的戰術進行與丈夫之間的協商，在看似稀

鬆平常的日常生活抉擇上，對其丈夫的判斷發揮了隱而未顯卻相當關鍵的影響

力。 

二二二二、、、、社大場域的動員社大場域的動員社大場域的動員社大場域的動員：：：：檯面檯面檯面檯面下的下的下的下的禮物禮物禮物禮物經濟成為動員基經濟成為動員基經濟成為動員基經濟成為動員基礎礎礎礎 

    每位女性學員都是自身所處的社區人際網絡其中一個節點，該人際網絡可能

是經年累月透過禮物經濟所建立的互動秩序。在她們擁有社大學員的身分後，當

社大有動員需求的時候，她們原本就擁有的人脈資源，就成為她們可以運用來動

員的網絡。 

  女性學員之間、學員和老師之間的「禮物交換」，大多發生在私下的互動上，

不論是阿梅、阿禾、阿汝或阿昭，都會私下和班上的老師來往，像是到彼此家中

作客等。從私下互動、分享所建立的情誼和禮物經濟，也以隱而不顯的方式在班

級上運作。這種「低調」、「不具名」參與班級事務之模式，和楊弘任（2007）在

黑珍珠之鄉觀察到的，村落傳統組織公共參與乃是以動機和道德來界定有共通之

處。越是隱而不顯的付出，越容易被團體內的成員所認同。 

    例如這些女性學員雖然都擔任過班代，但班代這個職務更像是引導她們學習

擔負溝通勞務的過程，就算她們卸下班代的頭銜後，她們仍會私下自願地從事溝

通協調等工作： 

  我沒當班代也在做班代的工作……那個成果展啊。老師不在，都是我要跟他

們電話聯絡，「ㄟㄟㄟ，要來喔要來喔。」……我們已經四十幾個的時候就分兩

班……一個下午一個晚上，也是我幫老師。下午班是新同學，也是我們帶的。晚

上班是老同學，所以我下午班也要去、晚上班也去，到現在都上兩班課。他們說

「ㄟ，妳應該要多繳一個錢。」我說他們沒有給我錢就很好了。（學員阿昭訪談，

20121015） 

  甚至在免除頭銜的情況下，讓她們更樂意、自願地擔負起這些勞務，儘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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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自願提供的勞務，不見得比她們擔任班代的時期來得輕鬆： 

  我的個性不喜歡有責任，我喜歡自在，做了就一定要做好，有責任，所以我

不想接責任，接了不得已，就勞心勞力啦。（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相對於這些女性學員對於頭銜的淡泊態度，她們在檯面下的禮物經濟循環圈

內，相反地展現出特別積極的能動性。以客家民謠班的阿昭為例，她出生美濃，

也在美濃求學和工作，她的生活圈和社交網絡幾乎都集中在美濃。而她從求學到

工作時期所建立的人脈，在社大客家民謠班剛成立不久的招生過程裡，發揮了重

要的動員作用。 

    阿昭從學生時期就擁有極佳的人緣，她的好人緣來自於她的「分享」精神，

不論是無償的勞務或是財務，她都不吝於贈與親朋好友，進而使她和接受贈禮的

親友們之間，建立起不斷循環的禮物經濟，使人際互動得以長期延續。例如她在

學生時期，經常利用下課時間幫同學免費理髮，當她經濟自主後，也不吝於接濟

經濟狀況不佳的親友，或是協助友人開業、協調同業之間的紛爭等。這些勞務和

財務的贈與，使她在美濃當地的親友當中說話很有份量。此外，她學生時期的老

友當中，許多是美濃在地婦女，也在美濃結婚生子。由於婦女普遍需要擔任育兒

的角色，當阿昭和其他婦女接送孩子上下學時，也會經常碰到同樣來接送孩子的

老同學。在閒話家常的過程裡，雙方對於彼此的家庭生活十分熟悉，這些互動更

繼續強化了情感關懷交換的禮物經濟互動關係。 

    直到美濃一位退休音樂老師李雪光，在其丈夫的鼓勵下，打算成立美濃婦女

合唱團，吸引部分美濃婦女加入，當中有幾位團員正好是阿昭的老同學。當時阿

昭在外租房子開店，她的老朋友出門購物時經常路過，不時會來打招呼，也會順

道遊說她一起加入婦女合唱團。後來當另一位老同學的兒子要娶媳婦時，她和這

幾位參加婦女合唱團的老同學一起參加婚禮，在同桌吃飯的時候，她們又繼續遊

說她，「ㄟ，來參加合唱團啦。」阿昭為了老同學之間的人情壓力點頭答應，並

且參與練唱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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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成人教育的學習場域裡，老師和學員之間，不只是知識輸出者和知識接

收者的關係，也包括了透過情感關懷、勞務等禮物交換所建立的互動關係。阿昭

描述自己和老師之間的關係，既是朋友又情同姐妹，「反正對老師、對朋友慷慨，

做好一點，大家都很快樂。」 

    美濃婦女合唱團正式成立十一年後，旗美社大成立了。合唱團老師打算在社

大開設一門客間民謠班，但最初招生並不順利。於是老師向當時擔任合唱團團長

的阿昭求助，「我們民謠班可能開不成囉。」阿昭提議，乾脆把婦女合唱團的團

員帶進社大的客家民謠班，原本每人一千元的團費，則增加六百元，作為社大的

學分費。於是客家民謠班開設的前兩個學期，就在好人緣的阿昭的號召下，將十

七位合唱團團員拉入社大。到了第三個學期，由於原本客家民謠班的學員各自運

用自身的人際網絡資源，將親友或一起爬山的同好等，拉入客家民謠班，從此客

家民謠班就再也沒有人數不足的顧慮了。直到現在，客家民謠班已經成為社大人

數最多的班級之一，並且必須分為兩班來上課： 

    來看的人，又會介紹她的朋友。因為來到這裡，她們覺得說很愉快呀，像有

些一起爬山的朋友，爬山的時候講到我們民謠班，說那下個學期我們來上，有的

聚在一起又會講說，我們下學期來上。所以我們現在才會有七十幾個學生。從二

十幾個、三十幾個……到現在開了兩班。（客家民謠班李雪光老師訪談，20120723） 

    在拉人上課的動員過程裡，同樣有禮物經濟的邏輯運作其中。例如客家民謠

班後來也吸引了不少男同學或夫妻黨前來上課。為了增進男學員或女學員的丈夫

對客家民謠班的認同，阿昭等舊學員經常會主動和他們交談互動，或是邀請他們

到家中作客。而男學員或是夫妻黨學員又會因為背上人情壓力而回請，因而被納

入客家民謠班內的禮物經濟循環中，也使他們和班上其他同學之間的互動得以延

續，關係更加緊密。 

    阿禾、阿汝和阿梅也同樣地和社大的老師們建立起朋友之間的情誼，這些人

情讓她們自願且長期地提供勞務、情感關懷等禮物分享，也對這些課程抱持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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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感和忠誠度。例如阿禾與阿汝都和拼布班、油畫班的老師建立起好交情。

她們的互動不限於課堂上和所教授的知識領域，而是進一步把禮物經濟的循環，

延伸到親密的日常生活互動上： 

    像這位（拼布班）老師，她把我和阿汝當好朋友，有什麼事會打電話：「我

家有魚要不要來拿？我們家有青菜捏，妳來拿好不好？」就是好朋友。跟這油畫

老師也是：「要不要來喝咖啡，下午睡醒過來我泡咖啡給妳喝」……畫不會畫的

時候，她會說「妳拿來」，到她家，私下教妳，幫妳改，當成好朋友。要去玩，

她會說要去哪裡玩，邀一邀，也好。就是無形中的收穫。她不把你當學生，我們

雖然把她當老師，也當成好朋友，也不錯啦。（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由於和老師之間的親密互動，使阿禾和阿汝願意私下提供無償的勞務，協助

老師處理班上的事務。例如當拼布班寒暑假後要開課前，拼布班老師因為要協助

丈夫管理電器行的生意，又要照顧婆婆，沒有時間打掃教室，便會直接打電話給

阿禾和阿汝，要她們來幫忙打掃，而兩人總是義不容辭地答應。這些在檯面下運

作的禮物經濟，無形中帶動學員對班級的向心力，使她們在擔負人情壓力的情況

下，願意長久地留在同一個班級、和同一群人一起上課。 

三三三三、、、、轉化社大理轉化社大理轉化社大理轉化社大理念念念念為為為為具具具具體體體體行行行行動動動動：：：：  

(一一一一)以情感連結為以情感連結為以情感連結為以情感連結為起起起起點的點的點的點的轉化轉化轉化轉化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旗美社大的成立，背後由兩大社會運動所推動，因此社大的社運色彩較為濃

厚，對於社大來說，其任務除了要提供社區居民想要的課程，另一方面也會設計

一些培力課程，像是透過在地社區組織的牽線媒合，到社區內開設農業相關課程： 

  例如當我們跟甲仙互動的時候，主要是社區組織的幹部，知道旗美社大對農

業這一塊有一些專注，有一些「肥料」，所以他們把甲仙的農民集合起來，開了

長達兩三年的共同成長班。這些農民在一起，可能我們就是談加工的事情。談包

裝的事情，怎麼自己做肥料。老師丟一個議題，農民可以互相討論。我覺得那是

一個很好的典範。除了那種我們開出課程，大家自己選修以外，我覺得對社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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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培力，還有社區組織怎麼想要幫助地區去作培力，是件很重要的事情。（社

大專員涂裕苓訪談，20120220） 

  旗美社大也會在課堂中安排「社區服務」課程，試圖製造讓各種課程和社大

的辦學理念產生轉譯的機會，讓學員透過進入社區發揮所學的服務過程，接觸到

社大所提倡的相關議題。此外，社大也在社區內舉辦講座，有時是根據社區居民

的需求來安排，有時則是由社大評估，哪些議題在哪些社區更容易發酵。但是學

員對於和自己的生活沒有切身關係的議題，例如反水庫、反人工湖或塑化計相關

議題，通常回響並不熱烈。會去參加這類公共論壇的人，往往仍是平常就比較關

心這類議題，或本來就熱衷於社會運動的公眾（社大專員程雅芳訪談，

20121002）。 

    不過對於社大居大多數的女性學員來說，她們參與的課程以藝能性課程居

多，她們來到社大上課，也抱持著多樣性的目的。她們除了希望在社大學習新知、

培養興趣，拓展社交圈也是另一個目的。她們對於社大所提出的農村相關議題和

「農村意識」，也因為她們各自生活經驗的差異，存在著不同的詮釋方式和行動。 

    例如曾有部分社大工作人員表示，旗美社大雖以農村型社大自居，但直接與

農業議題相關的課程並不多，因而認為社大在理念和具體實踐上可能存有落差

（社大專員周依禪訪談，20110725）。但研究者實際觀察一些與農業議題雖無直

接相關的藝能性課程之上課情形後，發現學員們在上課的過程本身所獲得的經

驗，即是一種公共參與的實踐。像是在手工肥皂班上，學員們必須分組行動，為

了共同的目標（完成肥皂）而互助合作。他們為了團隊目標所付出的勞務，是在

彼此閒聊的輕鬆氛圍下中完成的，而他們所要完成的目標，是對日常生活有直接

助益或實用性的事物（如手工肥皂可以直接在家中被使用）。但他們在團隊合作

的過程裡，則跳脫出純粹為個人利益所付出的勞務，而包含了同儕情感上的交

流，也展現出了他們對群體（包括分組小團體和整個班級）的認同。這種認同原

是建立學員周遭所熟悉、有著直接互動經驗的人事物上，然後慢慢衍生到對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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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抽象的群體認同上（例如擴大到對整個社大或社區的認同）。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手手手手工工工工肥皂班肥皂班肥皂班肥皂班上課情形上課情形上課情形上課情形    

 

圖說：學員為了完成共同目標而分組合作，也是一種公共參與的實踐。 

    而從四位女性學員的社大學習經驗可以看出，「人的連結」之建立，在女性

學員的學習過程裡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對她們來說，社大不只是學習的地方，也

是她們培養並發揮連結式知識的場域。在強調「分享」的禮物經濟秩序下，她們

對於老師和同學的認同，以及為了維繫人際關係所耗費的精力，有時甚至高於她

們對課程學習本身的投入。所以她們對於社大的認同，往往源於自身對於老師和

同學的情感連結。這些學員在詮釋自身的社大參與經驗時，往往不會特意強調在

地意識的凝聚或培力等字眼，而是把重點放在「人的連結」上。例如阿汝自敘自

己對於社大的理解，是透過「玩」和「交朋友」。朋友之間的情感連結和義氣相

挺，是讓她自願提供勞務的主因： 

    只要跟去玩我就會參加。例如說去參訪，去社大的交流，到別的社大去。有

一些活動我會跟她們去玩，只要去玩的我就會跟著……因為大家都在社大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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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有一些活動，就會去幫忙，自然就加入了……像成果展，其他班級都會一起

參加，像去社區參訪，也有別的班級會參加，所以我都會認識她們。因為大家聚

在一起的時候，都會覺得說我們都是旗美社大的同學、學員這樣。大家都是好朋

友好同學這樣。（學員阿汝訪談，20120210） 

  所以對於部分學員來說，他們或許並非有意識地參與了因群體利益而發起的

動員，也不認為自己有參與公共事務的資本或條件。但他們在和同儕、老師與社

大工作人員等對象的互動過程，逐漸建立起情感上的認同，並成為他們參與動員

的基礎。如阿梅和其丈夫並不將自身歸類於熱衷參與公共事務的類型，因為他們

傾向認為，學書法已經耗去他們很多時間，所以沒有其餘的心力去參與社大所發

起的農村議題或活動。校刊等媒介則是阿梅和其丈夫了解社大理念的主要途徑。

對阿梅來說，參與社大學習的過程，最重要的收穫除了學習書法和修養心性。而

和老師與同學之間的情感連結，才是讓她長期投入社大學習的動力之一。然而在

此人際網絡中，學員之間私下的禮物經濟的循環，自然而然地使班上同學得以慢

慢凝聚成小團體，以及對此小團體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更使他們願意自願提供勞

務和人際網絡資源，以協助書法班繼續開課： 

阿銘：比如說有一位學員做藍染的，如果說剛好會，會互相幫忙。像我們過年前

去幫人家寫春聯，那個也是有一個學員有這個 case，看我們要不要去幫忙這樣。

就是類似書法這方面的事情，有時間就互相幫忙……有時候也會坐坐啦，聊聊天

啦……如果以附近社大書法班來講，我們那一班的水準算蠻高的。 

阿梅：其實老學員都會幫忙邀人來上。認識的說，我們社大不錯喔，過來上課這

樣……所以我們老師到現在都沒有間斷。老師太強了啦。像我們這年紀還能碰到

這麼好的老師，這麼有才華，真的拿燈火也沒處找。所以我覺得很幸運啊。（學

員阿梅和阿銘訪談，20120211） 

    正因為在乎和同儕、老師之間的情感連結，對班級有著強烈的認同感，使她

們願意在特定時機或活動上，義務性地為班級貢獻心力。而她們自身可運用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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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又與她們所生活的社區在地情境密不可分。因此儘管出發點是源於對「人」

的認同，但卻能間接性地達到了凝聚在地意識和自我培力的目的。 

  社大每學期的成果展，即是學員們展現班級向心力和在地特質的重要場合之

一。社大每一學期都會辦一次成果展，對外展示班上學生的作品或技能。因此在

籌備成果展時，學員和老師會一起構思成果展的內容，然後動員全班（有時甚至

包括學員的家人）一同完成。 

圖圖圖圖四四四四：：：：客客客客家家家家民謠班民謠班民謠班民謠班 101101101101年年年年春季班春季班春季班春季班成成成成果果果果展演出展演出展演出展演出    

 

    例如在 101年的春季班的社大成果展上，客家民謠班學員為了製造表演噱

頭，在一首講述客家人娶親的民謠表演中，讓一位男學員和一位女學員相互反串

成新娘和新郎，學員們還親手用竹子和廣告紙糊成一個花轎，上面貼滿了美濃在

地風景和特產的圖片。透過學員們對同儕、老師和整個班級的向心力，使學員們

自發地挖掘心思，從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裡找到可運用的題材和資源，在和其他

學員合作、討論的過程裡，展現出他們對於何謂「在地意識」的詮釋。如此一來，

客家民謠班和旗美社大之間便產生了理念上的交會和轉化。    

(二二二二)自自自自身身身身經經經經驗驗驗驗作為作為作為作為詮釋詮釋詮釋詮釋社大理社大理社大理社大理念念念念的的的的介面介面介面介面 

    阿禾則自述，因為她去社大上課後，有機會看見社大裡面種種人物為了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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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理念的實際行動，才會被這些「偉大的人們」打動，進而讓她想去了解社大

背後的理念，並且以實際行動來支持社大，甚至把社大的課程當成自己的「事業」

來經營。阿禾對於社大工作人員的認同，類似於楊弘任（2007）在黑珍珠之鄉社

區動員過程所看到的現象：村民因為「看見」了實際的行動成果，而願意加入動

員的行列： 

  有去上課，有接觸到人，看他們專員對土地的認知…因為社大定期有校刊，

我們都會看到校刊裡面，有他們去哪裡做什麼。播種、豐收，專員怎麼去，他們

要去教化人家，自己要去嘗試時地操作。我覺得他們很偉大。那些小女生小男生

都很偉大。怎麼去做，才會跟人家講理論。他們會深入，因為社大有些是老人家，

好像有教化作用。像莫拉克風災，像我們專員會深入到災區，去幫忙他們，有學

員住那裏，去關心一下，也不錯。因為這樣對社大會有認同。他們的議題有時候

也會去關心。（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不過雖然阿禾對於社大的「人」產生情感連結，使她連帶對於社大和其抱持

的理念產生認同，但是她對社大的理解，則是以她自身生活經驗所構築的在地知

識作為轉譯基礎。她所採取的方法，並不是直接參與社大所舉辦的活動或議題，

而是她評估自己的能力和專長後，再自行決定要使用哪些行動方針。例如她清楚

自己在溝通方面累積了一定的知識和技巧，於是暗中運用她的隱性知識，在同

學、老師和社大工作人員之間扮演橋樑，協助部分課程順利開設下去， 

    此外，社大所提出的理念和議題，在她的詮釋當中，也轉化為和她生命經驗

直接相關的概念。阿禾出生於農村，農村過去對她而言，等同貧窮的代名詞，所

以她曾一度離鄉背井，只想出外賺錢過好日子。但在接觸旗美社大的人員，也因

為對人的認同而試圖去理解這些人所抱持的理念後，她開始重新思考她記憶中的

土地和農業之重要性。這些抽象的概念，又在她的解讀下，轉化為環保和有機等

更具象化的做法： 

  反水庫運動，年輕人回到家鄉，我很贊成。那些年輕人回家鄉，我認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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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以農立國，農業、土地還是很重要，不管種什麼，土地保留很重要。關

於環保，像地球這樣子，每個人都有責任……如果有人想放掉土地，我還會勸他

留起來，去耕作自己栽種自己吃，可以做有機……我以前沒有那個認知。（學員

阿禾訪談，20121004） 

    所以她也自願地擔負起「教育者」的使命，運用自己在人際網絡中的影響力

和勸服技巧，灌輸周遭的人「隨手做環保」的理念，來呼應社大的號召。像是請

婆婆把不吃的藥物交給她，由她拿去衛生所回收（阿禾也在衛生所擔任志工），

而不要丟給垃圾車，以免藥物經過燃燒或掩埋後會造成環境汙染，或是奉勸打算

賣掉土地的親友把土地留下來種植有機作物，以及勸說還在務農的大伯少噴點農

藥等： 

  我大伯我也會跟他說……除草都會噴藥，用藥是比較快的方式，噴一噴植物

就死了，植物死了種子也會死掉，草籽會死掉比較好處理。他不喜歡用割草機。

我說，「可是那個農藥，下雨滲透到土地，你的土地以後也是毒。」我大伯想想，

「對，還是勤勞點，用割草機。」他觀念也會改呀。還是會去影響一些人。我會

這樣。（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而社大在課程中加入的在地元素，也讓阿禾重新思考過去被自己不屑一顧的

傳統事物，並且同樣自發地扛起傳承的責任。例如她過去排斥美濃花布，認為那

只是她用來當被單、蓋東西、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平凡事物。但在拼布班上課後，

有次老師開了一堂課，全部使用客家花布。她因為對老師和同學的重視，儘管在

不情願的狀況下，仍然動手去做，而後卻在親手製作的過程裡，慢慢回想到客家

花布就是她的阿嬤以前穿過用過的東西，才開始理解這些布料背後隱藏著珍貴的

傳承意義。於是她主動地扛起傳承的任務，像是將阿嬤留下的衣物，和其中蘊藏

的傳承價值，傳遞給自己的女兒們： 

  我有時會教女兒說，東西是怎麼來，要接受它……像我老大，她阿嬤穿的衣

服，改良式的旗袍，沒有丟就放在那邊，有時候會拿出來，「我早時候都穿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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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妳以前穿這麼漂亮喔？我現在可以穿。」阿嬤聽了很高興。她說，「好

啊，給妳給妳。」她（大女兒）就穿去參加什麼懷舊的活動啊。我覺得把觀念輸

入給她，她會珍惜這些東西，然後傳下來。（學員阿禾訪談，20121004） 

  阿禾的行動模式顯示出，女性學員在社大所接收到的訊息和理念，在和學員

自身的生命經驗產生呼應後，會透過學員本身的詮釋，轉化為對她而言有意義、

且可行的行動方針。學員也能因而運用既有的人際網絡發起動員。此類行動不同

於公共論壇或社會運動式等「檯面上」的動員，但卻能在社區最基礎的日常生活

人際傳播中，發揮有效的影響力。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以個別女性學員為核心的動員，可能同時在家庭和社大場域發生。家庭中，

丈夫是首要受到動員的對象。女性學員可能運用她們在溝通方面的默會知識，循

序漸進地將丈夫拉進社大的領域，可能是從旁協助上課相關的事務，或是和她們

一起去上課。而在社大領域的場合，學員之間、學員和老師之間的情感連結，使

她們對於自己的班級有著強烈認同，進而願意自發性地提供勞務和她們的人際網

絡資源，吸引新血加入，讓班級能夠持續開設下去。 

    而社大在課程中加入社區服務或在地元素等做法，確實能夠促成社大理念轉

化為可被學員落實於日常生活的具體行動，但是其間文化轉譯的運作並非直接透

過課程的介面來完成，還需要經過人際之間已存在的情感連結。且經由學員轉化

後的行動，不一定符合一般對於檯面上所謂「公共參與」的認定，像是參加遊行

或是參與公共論壇等，而是用一種符合傳統村落道德和公共性的「隱而不顯」模

式，以學員為核心，在最熟悉的人際網絡和日常生活當中，默默地進行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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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過去一些社區媒體和網路平台相關研究，認為社區居民能夠經由參與社區媒

體運作而被賦權（蔡鶯鶯，2010）。但是有機會直接參與媒體運作的居民，不論

是投稿或編輯，在社區中仍屬少數。 

    早在莫拉克風災之前，小地方新聞網作為網路公民新聞平台，已經運作數

年，並累積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寫手群。莫拉克風災後，小地方新聞網另外成立了

莫拉克重建站，結合旗美社大的部落格，一時成為發佈災區訊息的第一線，並且

成功地協助將外界輸送的物資送入社區內。表面上，架設在網際網路上的媒體平

台扮演了連接外界和社區內部的中介角色，但是物資之所以能夠送達到社區真正

需要的人手上，仍是因為旗美社大進入社區長期經營後，已在社區內部建立起人

際網絡的連結。一旦遭逢災變，這些網絡就可能被即時啟動，成為社區內資訊及

物資流動的管道。 

    由於在這些非都會的農村社區內部，在地居民對人際傳播的依賴遠高於網

路。因此本研究從廣義的社區傳播角度出發，於普遍發生在社區日常生活中的人

際傳播著手，以社區大學的已婚女性學員作為觀察對象，探索她們在從家庭場域

走到社大場域的過程裡，其個人能動性的展現為何。而她們作為個別主體的能動

性，又如何轉化為社大場域內女性學習社群的集體能動性。像是她們如何運用在

日常生活情境中培養的默會知識，建立起人際網絡連結與集體認同，並轉化旗美

社大的動員理念，使社區日常生活和社運色彩強烈的旗美社大得以建立連結。研

究結果有以下發現：  

一一一一、、、、兩種兩種兩種兩種能動性的展現能動性的展現能動性的展現能動性的展現：：：： 

(一一一一)個人層個人層個人層個人層面面面面：：：：運運運運用用用用「「「「軟軟軟軟性反性反性反性反抗抗抗抗」」」」和和和和「「「「以退為以退為以退為以退為近近近近」」」」戰術戰術戰術戰術創創創創造出走造出走造出走造出走機機機機會會會會 

    參考 Giddens（1984）對行動者主體的能動性之定義，行動者作為特定時空

下與他人互動的個人主體，其行動的理由或動機，不一定全部能夠為行動者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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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並以語言表達出來。因此能動性意指行動者所能從事的所有行動之能力，而

非僅限於能夠以語言表述的動機。 

  本研究四位已婚女性學員當中，根據女性學員生活背景的差異性，她們所展

現的出走模式也有所不同。雖然這些女性學員都受到傳統性別分工意識形態的影

響，把家庭內部當做女性的主要工作場域，認同傳統上已婚女性作為妻職和母職

的自我定位。但是當已婚女性因為具備經濟自主、高教育程度等條件，進而擁有

更多與家人（特別是丈夫）協商的資本時，就可能展現出較外顯的自主性，或是

能夠以語言清楚地表述自己走出家庭的渴望和決心，和丈夫進行協商。 

  而在自主性較為內隱的場合裡，已婚女性較不會使用直接且清晰的語言表

述，來解釋自己走出家庭的動機，也較少在有意識的情況下試圖創造出走的機

會。她們是在遭逢特殊的人生轉折後，為了適應生活上出現的變化才採取了具體

行動，像是因為角色定位和角色實踐的衝突所產生的情緒爆發，或是順應人生轉

折點提供的出走機會順勢而為等。但從她們和丈夫協商，盡力在家庭和社大學習

兩頭的時間安排上找到平衡點的過程裡可發現，她們巧妙地使用了一種「以退為

進」的戰術。例如她們以家務、丈夫需求為優先所作出的「退讓」，使她們能夠

採取不知不覺、隱而未顯的方式，慢慢地在和丈夫的協商中取得優勢，甚至反過

來對丈夫的休閒選擇施予影響力。這些自主性內隱的已婚女性的處境和其所使用

的戰術，正是 de Certeau日常生活政治理論「以弱勝強」的具體實踐。 

(二二二二)集體層集體層集體層集體層面面面面：：：：個人隱性知識轉化為個人隱性知識轉化為個人隱性知識轉化為個人隱性知識轉化為可可可可用用用用於動員的關係能動性於動員的關係能動性於動員的關係能動性於動員的關係能動性 

    參考 Kennelly（2009）在研究加拿大三大城市地區的青年社運人士如何涉入

社運時，所提出的關係能動性概念，社大女性學員在動員上的關係能動性，首先

與她們普遍處於相似的社會階層有關。由於參與社大的學習有著時間和經濟上等

無形門檻，使得中產階級社會階層的已婚女性，擁有較多既有社會關係的中介（例

如透過同為中產階級的親友之介紹）機會，而得以接觸到社大，並且來到社大修

課。此外，她們進一步透過同理心和禮物經濟等在地知識的運作，在情感層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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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儕、老師與社大工作人員之間建立了緊密的關係連結與互動，並扮演著轉化

社大理念為具體實踐行動的橋樑角色。 

    從社大的角度來看，社大的理念必須和社區的在地知識產生文化轉譯（楊弘

任，2007），才能真正落實到社區。但社大工作人員普遍年輕，且大多來自外地，

在和社區的溝通上，需要仰賴在地人士的中介。例如社大設置了班代和探課員等

職務，由他們協助社大，促進和班上同學與老師的良性溝通。本研究四位女性學

員都曾擔任過班代的職務，甚至在卸除職務後，仍然自願地擔負起協調班級運作

的中間人。 

  在家庭內部的動員方面，一位自主性較為外顯的女性學員，因為具備和丈夫

協商的優勢條件，使丈夫在生活作息上配合自己的需求（例如由丈夫擔負家務責

任），讓自己順利兼顧工作和上課。而其他自主性較為內隱的女性學員，運用同

理心默會知識和以退為進的戰術，突破丈夫對於「社大等於女性專用」的偏見，

以及在時間門檻上的顧慮，成功地讓丈夫從一開始認同自己到社大學習，進一步

到自願提供上課方面的協助，甚至引導了丈夫的興趣培養，使丈夫願意和自己一

同到社大上課。 

  在社大場域的動員方面，由於每位女性學員都是社區人際網絡的節點之一，

她們所擁有的人際網絡都可能作為動員的資源。但能夠讓女性學員自願地運用人

脈資源來協助動員，背後的動機則隱藏著一套由私下互動、分享所建立的禮物經

濟秩序，以及源於禮物經濟循環下所建立的情感與群體認同。分享的道德文化，

使她們更積極地參與禮物經濟的循環，像是義務性地發揮自身的關係能動性，將

更多的朋友拉進社大的學習場域裡，以求班級得以持續運作下去。 

  表面上，這些在課程上所發生的動員，和社大所關注和提倡的議題沒有直接

相關。但學員們在課堂上透過分享互動所建立的關係，既是社區人際網絡的一部

分，隨著這些關係的深化，也使學員認同她們身處的班級，進而對社大產生認同。

而她們因情感上認同班級和社大，為了讓班級持續運作所付出的勞務，像是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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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討論、構思並參與每學期的成果展，或是一起進行小組任務，也可被視為一

種超越個人利益、為了實現群體目標的公共參與之實踐。再者，女性學員對社大

的情感認同，也使得她們自發地擔任起轉化社大理念的角色，像是更願意接納社

大在藝能性課程裡安插的在地元素相關內容，並且把這些內容和自己過去的生活

經驗進行轉譯，再化為更具體的概念實踐於家庭之中。所以透過情感層面上的關

係建立，雖然並非如社區行動論中所說的專家知識與在地知識文化轉譯，能在認

知層面上為社大理念和社區行動建立直接的連結，卻間接地透過了對「個人」（對

老師、同學和社大工作人員）和集體（對班級和社大）的認同，達到了凝聚在地

意識和自我培力的目的。 

二二二二、、、、女性學員的女性學員的女性學員的女性學員的在地在地在地在地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同理心和同理心和同理心和同理心和強調強調強調強調「「「「分分分分享享享享」」」」的的的的禮物禮物禮物禮物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從女性學員和家人協商，以及在社大場域中和同儕、老師與社大工作人員的

互動過程裡，一種屬於實踐意識的在地知識悄然運作其間。此在地知識並非由社

大課程所傳授，也非學術化或專業化的知識，而是已婚女性從具體的日常生活情

境中摸索、培養出來的默會知識，普遍用於協助人際關係的建立和互動上。 

    這些女性學員用以建立關係的在地知識，和楊弘任「社區行動論」在認知層

面上的文化轉譯模式不盡相同。前者更傾向強調情感層面上的關係建立和塑造群

體認同。其中同理心（將心比心）默會知識，使女性學員願意採取互為主體的互

動模式，例如站在她們所欲溝通的對象之立場上來思考勸服策略，順利地將溝通

過程引導到她們所希望達成的結果。自主性內隱的已婚女性學員所採取的以退為

進戰術，即是同理心默會知識運作的具體實踐之一。 

  同理心的默會知識，也使女性學員在互為主體的溝通過程裡，累積了對於互

動對象的了解，特別是關於特定對象的特定需求之知識累積。於是另一種著重「分

享」的在地知識在檯面下悄悄運作。在班級內部，女性學員相互餽贈勞務、知識

或情感等禮物，並且精確地將這些禮物送達給真正需要的對象。收到禮物的對象

又因為負擔了人情壓力進而回禮，於是形成包含了送禮、收禮和回禮等三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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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物經濟循環。 

  然而，女性學員之間的彼此贈禮，其動機並非出自個人利益考量，而是為了

建立起對群體的認同，像是對同儕與整個班級的認同等。就如同楊弘任在黑珍珠

之鄉所觀察到的傳統村落對於公共參與的概念，包含在道德面的解讀，社大女性

學員之間的贈禮，多半在檯面下運作。這種低調作風除了更容易被學員本身和同

儕所接納，也讓個人自願性、不掛名的私下付出，擺脫了謀取私利的質疑，並上

升到群體利益的層次。從私人之間的餽贈，到追求特定群體的利益，對群體的情

感認同也油然而生。這些在地知識和對集體的情感認同，於女性學員在家庭和社

大場域的動員方面，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三三三三、、、、從廣義的社區傳播出發從廣義的社區傳播出發從廣義的社區傳播出發從廣義的社區傳播出發，，，，重新思考重新思考重新思考重新思考社區大學社區大學社區大學社區大學扮演扮演扮演扮演的的的的角色角色角色角色 

    過去對於社區媒體的研究，常會期許社區居民透過參與社區媒體的發聲，達

到自我培力、凝聚社區共識等目標，或是培養批判精神與學習公共參與等（管中

祥，2008；蔡鶯鶯，2010）。當網路公民新聞興起後，更有學者大力鼓吹透過社

區大學所提供的學習資源來訓練寫手（管中祥，2008）。 

  不過當重新思考社區傳播的定義後，若從更廣義的社區傳播角度來觀察，所

謂社區傳播並非局限於社區媒體（包括社區報、廣播、海報或宣傳小冊等）的運

用。畢竟能夠直接參與社區媒體運作的社區居民，在社區中並非居於多數，但每

一位社區居民皆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了資訊的傳送者與接收者之角色，即使這些行

動並非透過社區媒體的平台來完成。而在農村社區內，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甚

至是在不經意的情境下完成的資訊交換和關係連結建立，往往發生在人際傳播之

間。即使是社區媒體平台的經營（例如旗美社大校刊和網路平台），有時也需要

以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互動為基礎。例如旗美社大校刊的寫手群，除了社大

的工作人員，社大的學員也是被邀稿的對象。社大學員之所以願意投稿，以及她

（他）的同學們閱讀校刊的動機，和日常人際互動所建立的社群認同感不無關聯。 

  本研究也發現，社大女性學員在日常生活中所運用的溝通技巧，並非由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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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課程直接傳授，而是她們在日常生活接觸中不斷累積的一種實踐知識或默會

知識，甚至社大的工作人員和老師還必須仰賴學員這種自我養成的默會知識，達

到動員或凝聚群體認同的目的，使班級能夠順利、長期運作下去。 

  雖然社區大學成立的初衷，原是為了將社會運動的行動目標融入課程的設計

之內，而將課程視為連結社區學員學習旨趣和社大行動旨趣的介面。但是若從女

性學員的角度來觀察，課程內容固然是一種文化轉譯的介面，但對她們來說，對

於「人」的認同（包括對老師、社大工作人員和同儕），有時反而優先於課程內

容本身。除了她們的在地知識和外來的專家知識可能在認知層面上產生轉譯，在

情感層面上，則是她們個別的連結式知識協助建立了人際網絡和群體認同，而這

些人際網絡和群體認同反過來協助她們認同課程中所教授的內容。 

  從這個觀點來看，社大更像是一個提供社區居民發揮個人能動性的平台，而

非單純作為提供教學資源的外力。即使社區居民在參與社大學習的過程裡所做的

行動選擇，並非出於明確的公共參與動機，但在她們自發性地運用其默會知識來

建立互動連結的管道和群體認同時，卻「意外地」帶來了公共參與的結果。這些

能動性有時被女性學員自身所低估，甚至少有察知，但卻是影響社大學習動員的

關鍵所在。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限制限制限制限制和和和和未未未未來研究建來研究建來研究建來研究建議議議議 

一一一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研究者是先和社大工作人員取得聯繫，在社大工作人員的協助下，選擇特定

課程進行參與觀察，之後才挑選出女性學員作為研究對象。在這個流程裡，研究

者容易受到社大工作人員的影響，在挑選研究對象時，可能傾向選擇對於社大抱

持更多支持態度的女性學員，導致研究觀點上的限制。 

    另外，研究者作為「我」的身分，同樣影響著本研究資料取得和詮釋的角度。

如研究者和已婚且處於空巢期的女性學員互動時，研究者作為未婚女性和學生的

身分，使研究者無法取得女性學員作為臺灣已婚婦女的社群（或階級）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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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在觸及一些婚姻生活相關的敏感問題時，研究對象可能會給予較為模

糊的回應，或傾向將自己的家庭生活描繪成符合社會「好家庭」定義的和諧樣貌，

而避開家庭內衝突的一面。 

二二二二、、、、未未未未來研究建來研究建來研究建來研究建議議議議 

    旗美社大原是 1990年代南台灣知名社會運動「美濃反水庫運動」的延續。

本研究從旗美社大女性學員的能動性展現，發現到農村社區已婚女性於建立及維

繫在地人際網絡連結的重要性。即使這些女性學員參加的多是學術或藝能性課

程，憑藉她們從自身生活情境摸索出的默會知識，使她們自發性地扮演著橋梁般

的角色，積極參與了日常生活中的人際網絡連結與協調。雖然她們的能動性時常

以不具名的形式隱藏在檯面下，或廣泛地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現象，但這些綿密的

人際網絡卻能夠在特定的時機點（如莫拉克風災或是特定課程的招生等）發揮關

鍵作用，被運用於社區的動員之上。 

  然而，隨著南台灣水資源相關爭議持續延燒，水資源議題仍然是在地社運團

體關注的焦點。政府以「高屏大湖」人工湖計畫（過去稱為「吉洋人工湖開發計

畫」）作為美濃水庫的替代方案，開發總面積 697.3公頃，共分為 A、B、C、D、

E五湖區，前四區在台糖手巾寮農場，E區在土庫農場（朱淑娟，2013年 1月 9

日）。從 2012年 2月 13日至 2013年 1月 9日，該開發案已通過 3次環差審查，

並於第三次環差審查中通過 E湖區的審查。 

    環保團體與在地社運團體（包括旗美社大）不斷地關心高屏大湖的後續發展。  

旗美社大學員當中特別關心此議題並參與抗議行動的人士，目前透過如上下游

News & Market等獨立媒體報導而浮現在檯面上的，仍以男性學員為代表。這位

別號為「老爹」的美濃居民黃森蘭參與旗美社大學習的經歷，像是「有機蔬果班」、

「美濃導覽解說班」等，多是與凝聚在地意識與農村議題有直接相關的課程： 

  回想當初走入導覽解說的歷程，老爹從壽險公司的職場退休後，起初曾想投

入民宿經營、或接手父親的香蕉園。但他在旗美社區大學徐華盛老師開設的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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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班學習後，深刻了解到農藥對台灣土地的殘害，進而開始關心自身周遭的土

地；又在加入劉昭能老師的美濃導覽解說班後，他更深感受到先民智慧結晶的

美，與他自身客家族群背景的生活結合後，傳承的使命在他心中延燒。（沛云，

2013年 1月 17日） 

  因此研究者認為，經過本研究發現到女性學員隱於檯面下與日常生活中的能

動性後，未來可針對和在地環境息息相關的社會運動議題（如「高屏大湖」計畫）

為背景，持續以女性學員為觀察對象，探討她們對這類運動的反應和詮釋。包括

她們從哪些管道得知這些議題的相關訊息，她們抱持的立場又受到哪些文本的影

響，以及她們關注這些議題的程度差異等。根據她們的知識基模和觀點，她們又

如何把這些議題轉化為她們自認為有能力參與的行動，並且透過她們的人際網絡

連結發揮影響力，而這些行動和檯面上的社會運動抗爭行動又有哪些相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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